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宁东路—宁

穿路）工程地面市政Ⅱ标段已由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
革局以鄞发改投【2017】60 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
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德
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宁波市东部新城
开发建设指挥部自筹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北起嘉会街，南至宁穿路。
建设规模：/
招标控制价：108561951元。
计划工期：180日历天（从开工之日起至工程初步验收合

格之日）。
招标范围：道路、排水、照明、土建附属等工程的施工总

承包。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符合宁波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

地要求。
3.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
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投标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

册建造师，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

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
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4投标申请人及项目经理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5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

已通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
3.6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中显示：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完成录入。
3.7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
体以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
na.gov.cn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
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8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具
有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
的违法行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3.9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
附表第2.2条款规定。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入围11家。
5.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2021年5月17日到

2021年5月22日16:00（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
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bidding.ningbo.
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
标人将不予受理。

5.2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须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
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
完整的单位名称。

5.3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
易平台使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5.4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将在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
件。投标申请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
负。

5.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须先办
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bidding.ningbo.gov.cn）
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
指南》。

5.6《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资 料 下 载 ”栏（咨 询 电 话 ：0574-
87187966 陈工）。

5.7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8未在网上购买（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

预审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要求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V7.6.1版本生成。
6.2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资格预审，所有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均采用电子格式，由各资格预审申请人在资格预审申
请截止时间（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详见时间安排表）前上
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
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

6.3逾期上传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
受理。

7.资格预审公告发布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人：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六楼
联系人：俞蒙蒙、王皓
电话：0574-87686684、13736140496
传真：0574-87686776

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宁东路—宁穿路）工程地面市政Ⅱ标段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关于龙溪公路（溪口任宋段）
拓宽工程道路封闭施工的公告

由于龙溪公路 （溪口任宋段） 路段进行道路拓
宽施工，施工期间全路段临时封闭施工。

封闭期间社会车辆绕行路线：去往龙观及途经
309 省道的社会车辆经弥勒大道右转沿中兴东路左转
至诚信路至 309 省道通行；由龙观及 309 省道往弥勒
大道及中兴东路社会车辆也由龙观公路左转沿 309 省
道右转诚信路至中兴东路绕行。

工程施工时间 2021 年 5 月 25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溪口雪窦山弥勒文化园项目部
2021年5月18日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取消奉化
力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资格的公告

根据 《宁波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指引》
（甬金管 〔2021〕 7 号），经宁波市奉化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申请，我局拟取消奉化力邦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试点资格。

奉化力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资格取消
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公司性质变更或注销。
现就取消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予以公告，公告期
为 5 月 18 日-5 月 26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期内向宁
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宁波市奉化区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反映情况，电话：89292382、88903381，传
真：89385881。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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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16 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16 日就巴以冲突问
题举行紧急公开会之后，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张军同挪威、突尼斯常
驻联合国代表会见记者，就当前巴
以冲突局势发表共同谈话。

三国代表对加沙局势和平民伤
亡数量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
即停止敌对行动，充分遵守包括国
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保护平民、
特别是保护儿童。三国代表要求立
即停止一切暴力、挑衅、煽动和破坏
行为以及驱离计划。三国代表关切
东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和发生的暴
力活动，尤其是发生在包括阿克萨
清真寺等圣地内和附近的暴力活
动，敦促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尊重圣
地的历史现状。三国代表敦促当事

双方尽快一道缓解紧张局势并停止
暴力。三国代表重申支持根据联合
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通过谈判达
成“两国方案”，并敦促为此强化和
加快外交努力。

张军表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
长在主持安理会会议时全面阐述了
中方对当前巴以冲突局势的主张。
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
暴，同时，推进巴勒斯坦问题持久公
正解决也同样重要。安理会对此承
担着重要责任，必须行动起来，推动
当事方尽快缓解紧张局势，停止敌
对行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重回正
确轨道，落实安理会相关决议和“两
国方案”。

张军表示，没有巴勒斯坦问题
的政治解决，巴以双方和中东地区

就难以实现真正和平。作为安理会
5 月轮值主席，中方将继续推动安
理会采取行动，一致发声，通过政治
对话结束当前危机。中方呼吁所有
安理会成员加入到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中来。

巴以局势近期升温以来，中国、
挪威、突尼斯三国在安理会密切协
作，先后两次推动安理会举行紧急
磋商，并提出主席新闻谈话草案，引
导安理会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积极
作用。三国外长共同出席了 5 月 16
日安理会紧急公开会。

据新华社联合国 5月 16日电
（记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 16 日在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
急公开会上发表讲话，敦促巴以冲
突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古特雷斯说，巴以间最近的冲
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升级。正在发
生的敌对行动“骇人听闻”，新一轮
暴力只会延续死亡、破坏、绝望之循
环，使共处与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
茫。他指出，冲突必须立即停止。

古特雷斯说，冲突可能将巴以
拖入暴力的恶性循环，给双方人民
和整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各方
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
权法。宗教圣地的现状必须得到维
护和尊重。

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仍然坚
定致力于与巴以双方，以及包括中
东问题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俄
罗斯）在内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
共同努力，以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
平。

中国、挪威、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当前巴以冲突局势发表共同谈话

重申支持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巴以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据新华社喀布尔5月17日电
记者 史先涛

自美国和北约军队本月初开始
从阿富汗撤离以来，阿安全形势持
续恶化。虽然阿政府军和塔利班在
13 日至 15 日开斋节期间宣布停火，
但是双方的冲突事实上并未停止。
阿富汗国防部 15 日指责塔利班在
21 个省份违反停火协议，造成 21 名
平民死亡，33 人受伤。塔利班则指
责政府军违反停火协议。停火期限
过后，双方在多个省份又恢复了战
斗。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的乱局
美国难辞其咎。在阿政治和安全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不负责任
地撤军，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利益，根
本无视阿富汗的国家和民众安全。

美国 20 年前打着反恐旗号出
兵阿富汗，如今为从战争泥潭脱身，
在越反越恐的情况下，以不负责任
的方式撤军，不仅让阿富汗人民饱
受战乱之苦，还贻害世界。

冷战期间，为与苏联争夺世界
霸权，美国将阿富汗作为对抗苏联
的棋子。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哈西
卜·莫塔里夫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
当时向包括本·拉丹势力在内的“圣
战”组织提供了大量武器与金钱，支
持他们与苏军作战。在苏联从阿富
汗撤军后，美国随即抛弃了这些没
有利用价值的“朋友”，阿富汗由此
成为孵化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彪指出，阿富汗之所以出现越
反越恐的局面，与美国的选择性反
恐政策有很大关系。美国一直企图
培植和利用恐怖组织，以破坏阿富
汗周边地区的稳定，因此并未将主
要精力用于根除阿境内恐怖组织。

10 年前从家乡瓦尔达克省农
村逃难到喀布尔的阿富汗人苏丹
尼，对美军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有

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美军毁掉
了他的村子，杀害了一些村民。为了
活命，他不得不贱卖家产后背井离
乡。

苏丹尼的遭遇是美国在阿制造
人 道 主 义 灾 难 的 一 个 缩 影 。20 年
来，阿富汗累计已有 3 万多名平民
死于战乱，累计受伤平民人数超过
6 万。2002 年 7 月，美军战机空袭了
乌鲁兹甘省一个婚礼现场，炸死 48
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美国军
方不仅拒绝道歉，在事后发布的调
查报告中还蛮横地表示，美军的攻
击是“正当和合法”的，美作战人员
无需对事件负责，要对此负责的是
所谓“对美方发动攻击的地面武装
人员”。

美国在“甩包袱式撤军”的同
时，还试图将阿富汗问题“甩锅”给
阿周边国家。

朱永彪指出，从奥巴马政府开
始，美国一直试图减少对阿富汗的
投入，同时又想继续维持自身在阿
富汗的影响力。因此，美国一方面试
图让周边国家增加参与解决阿富汗
问题的力度，不断强调阿富汗问题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所谓的“周边
国家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力图主导
涉及阿富汗问题的各个进程和机
制。

莫塔里夫认为，即使美国完成
撤军后，依然会想方设法利用自身
影响力干涉阿富汗内政。他同时指
出，由于美国只顾一己私利，完全不
尊重阿富汗人民的利益，美国的阿
富汗政策不会取得成功。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美国政府
如何鼓吹美“已完成在阿富汗的任
务”，阿富汗的乱局都印证了美国穷
兵黩武战略的彻底失败。美国滥用
武力 20 年，除给阿富汗人民留下一
个烂摊子外，自己也付出了 2000 多
名美军士兵死亡、耗资超过 2 万亿
美元的巨大代价。

阿富汗深陷苦难
美国难辞其咎

据新华社新德里 5月 17日电
（记者赵旭） 印度卫生部 17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过去 24 小时，印度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81386 例，累
计确诊 24965463 例；新增死亡病
例 4106 例，累计死亡 274390 例。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4 月
22 日首次突破 30 万例，并在 5 月

份连续多天超过 40 万例，截至 5 月
16 日 连 续 25 天 保 持 在 30 万 例 以
上。尽管过去几天印度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逐步下降，但疫情严峻形
势仍未缓解，17 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降至 30 万例以下更多是由于刚
刚过去的周末检测人数下降造成
的。

印度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
降至30万例以下

5月17日，受巴以冲突影响而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加
沙地带拉法的一所学校临时栖身。

连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
内的大量无辜人员伤亡。这一轮巴以冲突动荡与新冠疫情叠加，给相关
地区造成了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加沙地带的状况尤其令人担忧。

新华社发（哈利德·奥马尔 摄）

兵戈扰攘
逃离家园

据新华社联合国 5月 16日电
（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 16 日发
表声明，敦促七国集团向“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紧急提供富余疫
苗，以弥补该计划面临的疫苗荒。

福尔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即将于
下月召开之际发出这一呼吁的。她

在声明中说，据数据分析公司“有
限空气”研究，如果七国集团和欧
盟拿出其 6、7、8 月疫苗供应量的
20%，总共可以向“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贡献 1.53 亿剂新冠疫
苗。关键是，即使贡献出这些疫
苗，也不会影响这些国家的疫苗接
种计划。

儿基会敦促七国集团紧急提供富余疫苗

据新华社加沙5月 17日电 （记
者熊思浩） 巴勒斯坦安全人士 17 日
说，以色列战机当天凌晨再次轰炸加
沙地带，造成大规模破坏。

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
进入第二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
安全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凌晨
以军战机对加沙地带南部进行了大规
模轰炸。

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
战机当天凌晨集中轰炸了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在加沙地
带南部的地道网络。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加沙地带
武装在南部拥有发达的地道网络，当
天凌晨轰炸的一条地道长达 15 公里，
另一条地道布设在一家幼儿园附近。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
人 17 日说，卡桑旅当天凌晨向以色列
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和阿什凯隆发射了
火箭弹。

新华社耶路撒冷 5 月 17 日电
（记者尚昊） 以色列国防军 17 日发布
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
北部的一艘潜艇。同日，以军对加沙
地带的袭击还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高级指挥官身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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