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云龙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3020012
许可证流水号：63871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0月16日
营业地址：鄞州区云龙镇

云达路383-387号 （单号）、
长山江路1-3号 （单号）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87196666-231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9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西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33020178
许可证流水号：638714
批准成立日期：1984年10月25日
营业地址：宁海县西店镇

竹林路2、6、8号
邮政编码：315613
电 话：8386110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9日

宁波银保监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区红联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229
许可证流水号：638703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

振港路19号、21号、23号、25号、27号
邮政编码：315801
电 话：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8年12月7日

海曙区气象路地段 HS06-03-10a地块项目（海语府）前期物业
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京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海曙区气象路地段HS06-03-10a地块项目（海语府）；
类型：住宅及配套商业；
项目总用地面积：88957㎡，总建筑面积：340146.77㎡，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236415.27㎡，地下建筑面积：103731.50㎡；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气象路，西至丽园南路，

东至庙前河沿河绿化带，南至环城南路防护绿地，北至南苑街。
3、投标对象：投标人有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34 万平

方米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的合同业绩，且投标人管理过的住宅小区
项目获得过省级及以上物业服务示范（优秀）小区称号（如为分公司
业绩和获奖的视为投标人业绩和获奖）。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8年1月25日上午8：30－10：30，
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3）企业概况及企
业注册所属地物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物业企业信用档案证明、企业有
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获取单项 34万平方米以上规模住宅项目的合
同业绩（提供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
同备案证明）；（4）投标人管理过的住宅小区项目获得过省级及以上
物业服务示范（优秀）小区称号相关证明文件；（5）拟派出的项目负
责人简历、学历（本科及以上）、信用证明、身份证、单项 34万平方米
以上规模的住宅项目管理经验（提供项目所在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6）社保机构出具的能体现项目负责人已经缴纳最近连续

三个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保机构单位
章或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读取相关信息的网页打印件，社保机构出具
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如为分公司单位名称视为
与投标人名称一致）；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
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
的项目经理；（7）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8）
投标承诺书；（9）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
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10）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
标人出具的推荐书；（11）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
责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信用
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
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天内对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
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
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合格投标人不足三家，则重新招标；（12）
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于资格预审当天 11:30前，向物业
招标办指定账户交纳壹万元投标保证金，并提交银行回单原件。

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读取
相关信息的视为原件）备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 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决定
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15号（恒隆中心副楼3楼）
联系电话：0574-87164633

海曙区气象路地段HS06-03-10a地块项目（海语府）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华东城电子区地处老江东中心地段，宁波市电子
元器件一站式采购区，入驻百余家经营户，产品涵盖
IC 集成电路芯片、二三极管、可控硅、电阻、电容、
电感、电线、线束、接插件、继电器、IGBT、MOS

管、机箱、电源、焊锡材料等电子元器件及仪器仪
表、工具、灯具、安防等相关产品，欢迎惠顾！

地址：宁波市新天路555号(宁穿路与世纪大道交汇处)
电话：87805777

华 东 城 电 子 区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城北路（人民路至常洪隧道）改建工程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6】565 号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人为宁波市
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招标代理人为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由城建资金统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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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起人民路,东至常洪隧道。
建设规模：道路全长约 3247 米，其中Ⅰ标段桩号 K2+

050.96～K3+322&K3+424.523～K3+860，全长约 1707米；Ⅱ标
段桩号为K3+860～K5+400，全长约1540米。

总投资：130545.7万元。
招标控制价：Ⅰ标段约 10000 万元、Ⅱ标段约 10000 万元；

以上造价均为暂估，具体招标控制价详见招标文件。
计划工期：每标段600日历天。

招标范围：Ⅰ标段招标范围：压赛河桥以东至锦堂路口西
整修（铣刨）、人民路至压赛河西及锦堂路口起向东435米拓宽
改建道路工程、排水工程、桥梁工程、景观绿化、电气工程及电
缆排管工程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Ⅱ标段招标范围：锦堂路以东435米起至常洪隧道道路工
程、排水工程、桥梁工程、景观绿化、电气工程及电缆排管工程
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2 个标段,Ⅰ标段：桩号范围 K2+050.96～K3+
322&K3+424.523～K3+860,Ⅱ标段：桩号范围 K3+860～K5+
400。申请人可以同时参加二个标段的施工投标申请，但入围后
最多只能中标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达到宁波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标准。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各标段申请人均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各标段拟派项目经理资格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一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
以下），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在有效期内；

其余资格条件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2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到 2019 年 1

月 18日 16:00（以购买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及
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其余获取信息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9年 1月 25日 9时 30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4楼，具体受理
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其余递交信息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7.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www.cnnb.

com.cn）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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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凯翔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鄞州区云彩路487号
联系人：陈静、王凯翔
电话：0574-83033570

环城北路（人民路至常洪隧道）改建工程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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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看到一条
微信，说的是
标题上的一个
新词组，吸引
我把它读完。
这个词组就是

“精神长相”。
“长相”，通常是指人的外表，比

如脸蛋、头发、身材、皮肤等。延伸一
点，还包括表情、服装、打扮……而

“长相”之前加上“精神”两字，当指
人的内在素质，比如自信、善良、正
直、诚实等。延伸一点，还包括宽容、
风趣、幽默……

评价一个人的外貌漂亮与否，
见上一面甚至看上一眼，基本上就
能得出结论。一个人，如果身材匀
称，皮肤白晳，发型时尚，脸蛋俊俏，
穿着得体，人们见了就会说，漂亮。
但是，要评价一个人的品行是否端
正，那就很难一目了然了。见一面肯
定不行，处一段时间，也不一定能明
白。有的人，即使与之生活、共事很
长时间，也未必能完全弄清楚。

因为外表给人的感觉最直接，
它能带来的好处也很显见，所以人
们对外表大多非常重视。重视的表
现之一，就是相关的行业生意特别
好，比如美容。随着科学的发展，美
容又延伸出整容。无论是美容还是
整容，都是为了让人的外表变得更
漂亮。肤色不好，于是发明了各种护

肤品；嘴唇暗淡，又发明了唇膏；发
色不够艳丽，各色染发剂应运而生；
眼睛太小、鼻梁不挺等问题，现在都
可以通过整容获得解决。服装业的
发展，又衍生出了新功能，通过颜
色、款式的处理，可以弥补外表上的
某些缺陷。可以这样说，为了使人美
丽，科技界、生产商动足了脑筋。越
过了温饱期的人们，在这方面往往
舍得投钱。

重视人的外表，没有错。只要条
件允许，做一些适度的打扮、化妆甚
或整形，无可厚非。而且，现代社会，
注意外在的仪表，也是对别人的尊
重。我只是觉得，现在的某些同胞，
对于自己的“精神长相”，却严重忽
视了，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投入，都
存在悬殊差距。结果是，国人的外在
长相，有越来越向上的趋势，街上的
美女帅哥，一个比一个亮丽。可是，
人的内在素质，长进却不明显，在某
些方面，下滑的势头不仅没有减，还
有加速的迹象。

其实人人都知道，内在素质远比
外表重要。公民精神素质的优劣，更是
决定着社会的形象与进步。一个自信、
善良、诚实、正直的人，人们都乐于与
之相交。反之，为谋私利不择手段，心
计又很重的人，人们肯定避而远之。这
样的人多了，社会一定乱象丛生。

“外表”与“内在”还有一点不
同，外表基本上是父母给的，而且容
颜易老。随着年岁渐长，个子会变
矮，皱纹会爬上脸孔。“精神长相”也

会变，但促变的因素，与年龄关系不
大，取决于社会环境的熏染和个人
的修炼。

所以，人活在世上，无论为自己
考虑，还是替社会着想，在注重外表
的同时，还要以更多投入关注自己
的“精神长相”。

“精神长相”的修炼，古代的大
师，现在的大家，有很多名言、信条，
只要看过一些书，都能知晓一二。就
我个人多年观察，“精神长相”优良者
的修为，带有共性的，不过三句话。

第一句，“欲望不要太强”。这里
指的是私欲。私心谁都有，它是人类
与生俱来的特点。一定的私欲，还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私
欲越出了界限，损人利己、唯利是图，
那就不妙了。贪官非法敛财几亿元几
十亿元，除了满足私欲之外，还有一
个用处，就是给法官提供让你“进去”
的理由。这些年揪出来的大小贪官，
无一不是私欲过度的牺牲品。

任何一种社会资源，总量都是
有限的，你占多了，别人就占少了。
明星偷税几亿元，又不是从老百姓
的口袋里直接掏去的，为何群情激
愤？就是因为他们非法占有了太多
的公共财富。

第二句，“胆子不要太大”。“胆
子”也有两面性，有时需要大一点，有
时一定要小一点。做人，无论拥有多
少财富多大权力，都要有所敬畏。敬
畏人民，敬畏法律，敬畏口碑，敬畏规
则。“门背后拉屎天要亮”“出来混总

是要还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
些几千年来人们生活积累形成的经
验，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无情地证
实。在社会改革顾虑重重、裹足不前
时，我们需要强调“胆子大一点”；面
临利益诱惑而又监管薄弱时，胆子小
一些肯定是保护自己的最优选择。一
个事实很有说服力：违法犯罪者往往
是胆大妄为之徒。

第三句，“常替别人想想”。经常
想到别人，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特
征，尤其在面临利益纠结时，更不能
只考虑自己。很欣赏宁波的一句老
话：“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
别人。”凡事既要为自己着想，也要
替别人着想。完全只为别人着想，当
然很好，但这只是在有限的场合可
以做到，比如做慈善时。在大量的社
会活动中，我们付出了精力与智慧，
总得有一定回报。但是，如果事事只
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让别人
也得到他应得的那一份，你的吃相
就太难看了。奉行如此处事原则，与
你合作的人必定越来越少，人生的
成功率，也一定越来越低。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有句话说得
精辟：“笨，是一种人品。”他的“笨”，
并不指智力不及，而是说在竞争中
不运用智力去击败对手。这的确能
反照出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品格
和胸怀。

为使我们的“精神长相”与“外
在长相”一样，也能日渐美丽起来，
就上述三句话，与大家共勉。

修炼“精神长相”，送你三个“锦囊”
冯海宁

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16 日举行专题座谈会，有委员表
示：“消费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一
大关键词，新零售业被视为未来
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能否优先布
局便利店，为市民节约成本？”北
京市市长陈吉宁回应称，北京

“正在推动便利店搭载更多的社区
服务”（1月17日《新京报》）。

上个月，北京首家可以经营
药品、医疗器械的便利店曾引发
舆论关注，收获了不少好评。这
实际上是北京探索便利店“一店
多能”的尝试。从此次陈吉宁市
长的表态看，今后社区便利店不
仅是卖日常用品，还将承载更多
服务功能。虽然还不清楚便利店
将增加哪些社区服务，但方向是
正确的。

便利店一般位于社区的一隅
或街角，因为距离近、居民前往
省时省力而受到欢迎。但过去多
年，各地便利店功能普遍比较单
一，以零售日用消费品为主，没
有最大化挖掘便利店的服务潜
力。实际上，便利店可以利用自
身优势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多服
务，在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自
身也增加盈利点，此外还能推动
城市新零售业发展，助力经济增
长。

便利店搭载更多社区服务是
一种趋势，需要政策支持和市场
创新。去年 10月，北京市商委等
7 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便
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拓展
发展空间、加大资金支持、改革
经营许可、规范执法检查等举
措，积极支持便利店发展。随着
政策逐步落地，相信会培育更多
便利店，便利店也会搭载更多社
区服务，这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
举措。

从市场角度来说，需要创新
意识。新零售时代的便利店与传
统的粮油店、杂货店有明显区
别，便利店投资者只有深入研究
居民需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功
能，才有望获得快速发展。以在
多个城市开设便利店的国安社区
为例，其线上线下服务已覆盖零
售、海外购、家政、维修、快
递、养老、公益、金融等方面。

可见，便利店搭载更多社区
服务的空间非常大，因为社区是
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居民需
求是多元化的。如果便利店仅仅
是提供日常消费品，其视野与格
局就太小了，只能维持基本经
营，很难发展壮大。所以，便利
店的投资者、经营者，既要借助
政策“东风”，也要挖掘并抓住社
区居民需求，才能让便利店从单
一化功能转型为“一店多能”。

笔者期待，搭载更多社区服
务的便利店能早日走进更多居民
小区，以便让传统的便利店实现
更新换代，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
需求。举例来说，水管堵、电器
坏、锁难开等问题困扰着不少社
区居民，找人来修面临“十元材
料费百元人工费”，且维修质量难
以保证。一旦社区便利店承载维
修等功能，不仅可以降低居民维
修成本，还可以让居民更放心一
些。

其他城市的管理者，也应该
借鉴北京促进便利店发展的相关
措施，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便利店
搭载更多社区服务，来提升本地
居民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商务
部印发的 《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中早就提到了
“便利实惠”，但在很多城市，目
前还是传统便利店居多，而搭载
更多社区服务的新型便利店比较
少，这需要各地多出实招。

“便利店搭载更多社区服务”是趋势

匡 吉

最近，在某卫视节目《少年说》
中，初中生李仁志讲述了自己妈妈
是外卖配送员的故事，真诚的告白、
朴实的话语，让无数网友泪目。

外卖配送员，很多人接触不少
却了解不多。然而，这位初中生告诉
人们，他的妈妈是如何起早贪黑、风
吹日晒，如何受人指责、被给“差
评”……这不能不让人对外卖配送
员有了一些了解、多了一些同情。其
实，每一个人的世界里，都有让人感
动的故事，而只有这些故事被人所

了解，才让人知道那些艰辛和不易。
而艰辛和不易人人都有，从这一点
来讲，人们被这位外卖配送员妈妈
感动，除了了解和同情，更多是因为
理解和共鸣。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
个依靠劳动奋斗的人都值得尊敬。
视频中，外卖配送员妈妈对儿子说：

“我以为你会嫌弃我的职业。”儿子
坚定地回应：“你在这个社会起着非
常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需要有些
人来扮演这些角色，为他们服务。那
个为人服务的人是你，我觉得你很
伟大。”对于外卖配送员这份职业，

自己的儿子非但没有嫌弃，反倒觉
得伟大。这不仅是出于亲情更是切
合实际的表达。

现实中，每一个人劳动奋斗，除
了为自己过好日子外，还为他人提供
帮助和服务，而越是普通、辛苦的职
业，越能让人感受和体会到这一点。理
解和尊敬一个人的职业，实际上体现
了人与人的平等。且不说法律上的平
等如何，就从日常生活来看，只要人们
脱去职业的外装、脱离工作的状态，人
与人是一样的。同样担负家庭的责任，
同样享受家庭的温馨，同样维系家庭
的和睦，同样珍惜家庭的感情。社会就

是一个大家庭，对于工作生活中接触
的每个人，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都值
得将心比心地相处相待。

有人说：“善良的人眼里看到的
就是善良的世界。”既然如此，那么我
们看待世界，难道不该多一些微笑、
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善意、少一些敌
视，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么？

“我妈妈是外卖配送员”，为何看哭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