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私有住宅房屋征收

货币补偿协议 （编号：东政

房征 20142-0019），声明作

废。 张益阳
遗失中国人寿财险交强

险 标 志 ， 单 证 号 为 ：

9580052102，声明作废。

叶红雪
遗失空白通用机打发票

一 张 ， 发 票 代 码 ：

133021623303， 发 票 号 码 ：

05043152，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城北旷世
图文设计制作室

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张 ， 发 票 代 码 ：
103302172320， 发 票 号 码 ：
09539812，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明
章电器修理店

遗失军官证，军官证号
（军字第 0394910 号），声明
作废。 苗大伟

遗失提单一份，提单号
为 CNNGB50548836， 船 名
航 次 为 MAJESTIC-
MAERSK V.837W， 箱 封
号 为 MSCU5677372/
FEX5673288，声明作废。

硕达（上海）国际货运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军 官 证 ， 军 官 证 号
（军字第 0363966 号），声明作
废。 丁增兴

遗失由泛亚班拿国际货运
代理 （中国） 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 司 签 发 的 PANTAINER
Express Line 一式三份正本提
单 ， 快 递 单 号 为
402992733744， 提 单 号 为 ：
NGB581026， 船 名 ： CMA
CGM BOUGAINVILLE， 航
次OFL1NW1，声明作废。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营销员执业证，证号：
02000233020080002015008028，
声明作废。

周亚波

遗失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坐
落：北仑大碶康乐路 12 幢 4 层
423，产权证号：甬房权证北仑
区字第 2003007173 号，声明作
废。 胡军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3649901,开户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区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蓝调小资
女人坊百货店

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SP3302061250056185， 声 明 作
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培珊食品店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注

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
公告。

奉化高划胶料制造有限公司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物资名称
细木工板
集成板
向天板
水曲柳
宝石檀

千年舟1.7指接板
千年舟细木板
千年舟生态板

千年舟复合指接板
千年舟饰面板
(浮雕水曲柳)
千年舟欧松板
千年舟阻燃板

千年舟负离子板
金刚柚
橡木
榆木

美木豆
二翅豆

1.7集成板
1.7木工板

生态板5mm/9mm/17mm

多层板3mm/5mm/9mm/
12mm/15mm/18mm

圣戈班•杰科石膏板
浮雕3D面板

工程板16mm/17mm/9cm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122*244 E1/EO
122*244 E1/EO/方

122*244 E1(各种花纹)

122*244 E1/E0/贴面

120*240
122*244 （各种花纹）

122*244

产地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美国
美国
印尼
巴西
巴西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法国
德清
德清

价格
165元
168元
190元
90元
80元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联系电话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板材）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 （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日期：2018年9月27日

2018年9月1日，宁波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在渔

山附近海域，发现浙岭渔运30078 （自编） 涉嫌从事非

法走私成品油。经执法人员现场初步核实，发现该船

为三无船舶。

我支队已依法将该船只予以查扣，限该船所有人

携带合法证明，自公告之日 30日内前来我支队接受调

查处理，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的，我支队将依法对暂

扣船舶做无主财产处理，上缴国库。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331号

电话：0574-87355958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2018年9月25日

公 告 云都会府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云都会府住宅小区位于余姚市凤山街道，总建筑面

积：254953.53平方米，建筑性质为商住，现就前期物业管
理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余姚晟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投标人要求：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的物业服务企业。
拟派项目负责人需提供担任过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所

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信用证明（无不良行为记录证
明）。物业企业提供企业所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出具的信用
档案证明（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外地企业必须在投标
截止日期前办理进城备案手续。

三、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地点：
截止时间：2018年10月18日上午9:00，逾期不予接收
提交地点：余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余姚分网 www.

yyztb.gov.cn
宁波余姚晟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8日

NINGBO DAILY15 时评//广告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罗浩声

据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
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体育
局） 原党组副书记李国芳因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日前被“双开”。通报
称其“理想信念丧失，思想道德败
坏，利欲熏心，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
收手”。

照理说，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
下，省部级高官落马也不是什么
新鲜事，一个处级干部被查处，
是不会给公众留下多少印象的，
也不值得更多的关注和评说。笔
者之所以对这一案例产生兴趣，
是李国芳在忏悔录中的一段“真
情告白”。

和其他腐败官员一样，李国芳
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忏悔反省。谈
及自身问题，他是这样讲的：“在
运用手中权力时，不觉得有责任
感；在收受他人财物时，不觉得有
负罪感；在违反生活纪律时，不觉
得有耻辱感……”一连三个“不觉
得有”，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如此操守的官员，幸好是被“拿
下”了，如若还是让他继续掌权

“为人民服务”，真不知还会干出多
少荒唐事、出格事来。

李国芳也是“农民的儿子”，
曾有过比较辉煌的人生经历。上世
纪八十年代参加工作后，他当过
厂长，任过乡镇的党委副书记，
后来又在团委、组织部、安监和
文化部门工作，并干过四年多的
区委组织部部长。由此可见，李
国芳一路走来，是颇受组织重用
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三
感全无”？又是什么力量助推其

“边腐边升”呢？
我们常说“有权必有责，用权

受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力来自人
民，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可到了
李国芳那里，权力被视作个人身份
地位的象征，变成了为自己谋私的
工具。因而，行使权力的过程，他
是“不觉得有责任感”的。一个领
导干部有了这样的“权力观”，你
还能指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为
老百姓排忧解难吗？离开“责任”
两字，权力就容易变成作秀和享受
的代名词。

李国芳的经济问题，调查结论
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涉嫌受贿犯罪”。这里虽未提

及具体数额，但按 2015 年实施的
《刑法修正案 （九）》解释，“数额
巨大”认定标准应该是“二十万元
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其实，其受
贿数额多少倒在其次，更应关注的
是他收受财物时“不觉得有负罪
感”的坦然，这远比拿多少钱更可
怕。有这样的心理，“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你给钱，我办事”，就
成了家常便饭和“天经地义”的事
情。如此，还有什么礼不敢收，还
有什么事不敢办？类似官员多了，
官场不就成官商勾肩搭背、利益交
换的市场了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
做人要有“礼义廉耻”。党章党纪
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可李国芳在违反
生 活 纪 律 时 ，“ 不 觉 得 有 耻 辱
感”。一个干部，连最基本的耻辱
感 也 没 有 了 ， 自 然 也 就 无 所 顾
忌，没什么道德底线可言了。体
现在行为上，就是“什么饭都敢
吃，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样的朋
友都敢交”。

每个人都是自身命运的主宰
者。与许多贪污腐败官员一样，李
国芳也经历了“一个苦难的童年，
一个奋斗的青年，一个上升的中

年”，当然，等待他的将是“一个
悲惨的晚年”。这让李国芳在回顾
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追悔莫及。只可
惜，悔之晚矣。

李国芳不过是反腐大潮中的一
朵“浪花”，或许连一朵“浪花”
也算不上，但他的成长史，他的

“三感全无”的忏悔，还是极具标
本意义的，促人深省。比如，没有

“责任感”的李国芳用权之时，班
子中的同事有没有及时指出和纠
正？比如，李国芳收受贿赂没有

“负罪感”，考察提拔和日常监管时
有没发现相关线索？比如，李国芳
生活出格没了“耻辱感”，家庭成
员是不是听之任之？

“腐败分子各有各的腐败”，但
不少领导干部正是从“三感”缺失
开始，自我膨胀、自我放纵，一步
步滑向犯罪深渊的。“三感全无”
怎为官？但愿更多人能从李国芳这
个样本中吸取一些教训。

“三感全无”怎为官

冯海宁

按理说，景区门票只能对老
年人、现役军人、未成年人等特
殊人群实行优惠，对其他游客应
一视同仁。但现实情况是，有的
景区只给本地人门票优惠，外地
游客受到歧视；有的景区只对自
己圈定的外地游客优惠票价，本
地人受到歧视；有的景区只对外
国人免费，国人感到不平；还有景
区只对特别姓氏的游客免票……

不少景区票价因人而异，有
各种特殊考虑。比如，江西 10
个景区对国际游客免费，是因为
入境旅游是江西省旅游发展的短
板，想通过免门票来弥补；某些
景区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就采取
了价格优惠措施；只对特别姓氏
游客免票的做法，则是一种商业
炒作，意图通过吸引眼球来吸引
游客。

即便理由充分，但笔者以
为，景区无论歧视谁都不该容
忍。从景区属性来说，绝大多数
景区是国有景区，具有公共属
性，公众有权享受公平的票价。
如果景区管理者搞双重价格，等
于是随意拿公共资源换取某些商
业利益，不仅损害景区公共形
象，还会影响旅游业发展。

从法律层面而言，价格歧视
涉嫌违法。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
权利，《反垄断法》《价格法》等
也明确禁止价格歧视。原国家计
委制定的《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

管理办法》中更是明确规定：游览
参观点不得区别中外游客、本地外
地游客设置两种门票价格。

所以，对于景区票价因人而
异，从游客到消协再到监管部门，
都可以大声说“不”。但遗憾的
是，景区价格歧视比较常见，游客
依法维权的案例屈指可数；还遗憾
的是，有游客为此起诉景区却没有
得到法院支持；更遗憾的是，各地
有关部门没有主动查处价格歧视，
相关规定停留于纸上。

今年以来，在国家发改委有关
文件推动下，大部分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调，但景区门
票价格歧视现象并没有解决，这多
少会影响景区门票降价的惠民效
果。因此，有关方面在促进景区门
票降价的同时，也要着力解决门票
价格不公现象，让游客在旅游过程
中“少受气”，更有获得感。

解决景区票价因人而异，法律
规定是最有力的武器。期待更多游
客对存在价格歧视的景区依法采取
维权行动，或投诉或起诉。同时，
主管部门也要主动对价格歧视进行
查处，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另
外，各级消协可以积极发声，各级
司法机关也要以法律为准绳，为游
客维权主持公道。

包括旅游市场在内的任何一个
消费市场，都应该价格公平透明、
拒绝歧视。因为这不仅关乎消费者
权益，也关乎市场整体利益。所
以，对于任何一种价格歧视行为，
我们都不应该容忍，而是要敢于说

“不”。

无论歧视谁都不该容忍

张西流

本学期开学前，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
出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
业。记者走访了解到，开学近一个
月，小学一二年级的书面家庭作业
量的确大幅度下降，但家长不淡定
了：“作业都没有，还谈什么养成
好的学习习惯呢？”有家长组团找
学校负责人“讨说法”，有的组建
校际家长群，自行给孩子布置作
业，可谓各施奇招 （9月27日 《武
汉晚报》）。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平均
每天写作业 3 小时，为全球 2 倍。
然而，这样的“大数据”，是用孩
子们的幸福和快乐换来的。2016
年，河南南阳一名年仅 15 岁的初
中男生，居然猝死在早自习的课堂
上，令人痛心扼腕。据媒体报道，
孩子出事之前，经常晚上写作业写
到 12 点多，未得到充分的休息和
睡眠。可见，孩子是“过劳死”。
作业负担已成为孩子生命不可承受

之重。如此，各地中小学减少书面
作业，也是一项减负举措。殊不
知，一些家长以“作业太少”为
由，集体“投诉”校长，并建群给
孩子“加作业”，表明义务教育已
陷入了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恶性
循环。

回顾教育减负历程，从国家到
地方，尽管各级教育部门“减负
令”，却难见实效，成为社会热议
的焦点话题。教育主管部门释放
的减负利好消息，似乎并未收到
多少舆论赞许。前不久，有篇文
章在朋友圈尤其是家长圈，掀起
不小的波澜。此文说到的一个现
象值得关注：学校在实施减负，但
是因为升学压力不减，家长又纷纷
为孩子增负。换言之，即便是学校
执行了“减负令”，也难以阻止

“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
负，家长增负”现象发生。家长嫌
学校作业少，建群“加作业”，就
是一个典型例证。

换言之，家长嫌作业少，须反
思教育减负困境。首先，教育部
门和学校，应当好家长的参谋，
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拔
苗助长，不搞一刀切。同时，要
告诫家长：既然让孩子健康、快
乐、幸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
美好愿景，那就应该顺其自然，
不 要 违 背 自 然 法 则 ， 不 要 “ 好
心”反而扭曲和扼杀了孩子的天
性。再者，教育“减负令”，应增
加处罚条款，不仅针对教育部门和
学校，家长违反了“减负令”，也
应该进行必要的惩戒，以此倒逼他
们善待自己的孩子。

特别是，若想教育减负真正落
到实处，必须推进教育体制创新。
对基础教育而言，当务之急是更新
教育观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深
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
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中高考招生，要打破“唯
分数是举”的选才机制，代之以全
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
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
社会的精神，以此倒逼学校回到义
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
健康发展轨道。

“家长嫌作业少”
须反思教育减负困境强词夺理

“本来是想通过旅游放松身心，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谁知被
气了一路。”近期从广西旅游回来的罗小姐说，当地很多景区的票
价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同样一张门票，她花了很多“冤枉钱”。记
者还了解到，今年江西10个5A级旅游景区全年只对落地昌北机场
的国际游客提供免票优惠（9月27日《法制日报》）。

景区“价格歧视”该不该

无视规则，侵犯他人权益，扰乱公共秩序——“霸座”之风不
可长！

王威 作

张淳艺

不只是广西，许多地方景区
存在“因人而异”现象。多数情
况是，本地人可以享受低价优惠
甚至是免费游玩，外地人游玩要
多掏钱买票。不过，也有一些地
方反其道行之，针对省外、境外
游客出台门票减免的优惠政策，
本地人则要全价购票。无论哪种
情形都会引发一部分群体的不
满，指责景区歧视消费者。

购买同样的门票，欣赏同样
的风景，不同地域的人所付出的
费用却不尽相同，似乎的确构成
了价格方面的一种歧视。但是，
这种因人而异的定价行为并不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价格歧视”。
根据 《价格法》 第十四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
行为：……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
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
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由此可
见，法律禁止的价格歧视只存在
于经营者与经营者，并不存在于
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

事实上，针对某些特定的消
费群体实施优惠，是一种常见的
市场行为。比如，景区规定“三
八妇女节”女性游客免费游玩，
商家对持有会员卡的顾客提供打
折优惠，这些司空见惯，再正常
不过。我们不能据此认定，景区
和商家是在有意歧视男性游客、
非会员顾客。

对于经营者来说，差异化定
价既属于其自主经营权范畴，也
是必要的营销策略。一些景区对
本地市民免费开放，一方面是考

虑到景区是本地人共同享有的旅游
资源，本地人也为景区发展作出了
贡献，同时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开拓
本地市场。与跟外地游客的一锤子
买卖相比，本地游客更有可能成为

“回头客”。只是，“熟悉的地方没
有风景”。自己家门口的景区，不
少人往往去过一两次就不愿再去。
通过免费开放，可以有力带动本地
游客市场。景区虽然牺牲了门票收
入，却可以通过“吃住玩、游购
娱”的旅游产业链获得更大的收
益。同样，一些景区推出外省、外
国游客免费政策，也是为了有针对
性地挖掘相应地域的消费潜力，占
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面对景区票价因人而异，质疑
者往往会搬出 1999 年原国家计委
颁布的《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
办法》，援引其中有关“游览参观点
不得区别中外游客、本地外地游客
设置两种门票价格”的规定。不过，
这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
作为法律的《价格法》。“法无禁止即
自由”，在《价格法》并未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有关部门是否有权禁止景
区差异化定价，值得商榷。该禁令下
达了快 20年，景区票价“因人而异”
的现象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
演愈烈，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然，一边是免费，一边是全
价，难免让一些游客心理不平衡。事
实上，免费和全价只是相对的概念，
此处的本地人到了彼处也就成了外
地人。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游走
在不同的优惠政策之间，在受益者
与旁观者的角色来回切换。这只是
一种商家的营销策略，与价格歧视
无关。

票价因人而异无关价格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