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改迁建项目已由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宁开政备【2017】19号文件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舟山港股
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建设单位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
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穿山半岛北侧四期集装箱码头。
项目规模：本工程拟将北仑穿山港区陆域西北角#0堆场原

6幅普通重箱堆场改造建设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危险货物堆场，改
造面积 4.51 万 m2，其中危险货物堆场面积为 4.34 万 m2，共计布
置地面箱位 1122 个 TEU，以满足港区的堆存需求。设计内容包
括总平面布置、装卸工艺、地基处理、道路堆场以及给排水消防、
供电照明、通信控制、防雷接地、建筑结构等配套工程。

项目总投资：约4795万元，其中建安费用约为3900万元。
招标控制价：246万元。
设计周期：自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成初步设

计和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初步设计通过后30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
招标类型及范围：初步设计（含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安

全设施设计专篇、施工现场指导与监督工作、设计方配合业主相
关审核手续的报审（防雷、消防、质监等报审等）。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2 投标人资质等级：具备水运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水运行

业（港口工程）专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3.3项目主设计师资格要求：同时具备港口航道类专业高级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和注册土木工程师。
3.5 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资格后审，审查合格的投标人全

部入围。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14年 7月 1日至今，完成过 1个普

通重箱堆场项目的工程设计业绩。上述业绩时间以设计批复时
间为准。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设计合同和设计批复文件。若合同
和设计批复文件无法体现项目功能的，则另需提供业主证明或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证明。

3.8信誉要求：
（1）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

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且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信用评价等级在 B 级及以上｛具
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和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交
建【2014】313号）执行｝。

（2）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资格等
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内的，限制其参与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限制
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甬政发【2014】119号）执行｝。

（3）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和拟派主设计师无不良行为记录
（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
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和拟派主设计师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如在预中标人公示前经“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itchina.gov.cn）查询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取消中标候选人
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４.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8 月 5 日到 2019 年 8 月

23日 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
件。未下载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作否决处理。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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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公布，不另行提供纸
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
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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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 温馨提示：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的企业，

请慎重购买。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20000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9年 8月 23日 16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上述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
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满后30天内保持有效，招
标人如果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
标保证金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并
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由银行通过账户管理系
统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投标保证金银行转账回单复印
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
投标截止时间前单独密封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3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3.6.2条款（银行保函形式
的不予退还），联系电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26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
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房间详见当日公告栏）。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4楼
联系人：孔佳钰 电话：0574-87490539

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改迁建项目设计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

（元整）

2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58471212922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 http:
//www.cjhaidebio.com/cn/newsd.php?nid=22&td -
sourcetag=s_pcqq_aiomsg；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
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同时企业安环处现场放置纸
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jhaidebio.com/cn/newsd.php?nid=

22&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
作的意见和看法可联系希杰海德 （宁波）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周工 86280532、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丁工87377808。

邮寄地址：镇海区澥浦镇凤翔路799号
电子邮件：4015881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

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希杰海德（宁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 杰 海 德 （ 宁 波 ）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年产3500吨氨基酸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9年8月8日

物资名称

小何厨业

仪表批发

电热元件电炉配件

绝缘材料塑料工程

通风设备制作安装

KBG、JDG穿线管

电动工具

发电机批发

三阪传动带

花王涂料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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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瑞兴利

品 牌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华丽、巨大

凯普

三阪

巴德士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906688017

13645744733

13906680771

13989300022

15779065204

17706609695

13806765307

81857358

13957491221

1358654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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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鸣

“伪忠诚”者，古今皆有。《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 中严肃指出：“决不允许对党
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
派、搞‘伪忠诚’。”向广大党员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忠告。若
有 人 执 迷 不 悟 ， 继 续 搞 “ 伪 忠
诚”，做两面人，必将受到党纪的
严惩。

共产党人忠诚于党，本是应有
之义。哪一名党员在入党时没有宣
读过忠诚于党的誓言？然而，随着环
境的变化、地位的变迁，一些人理想
信念丧失，思想蜕化变节，但又不甘
失去既得的权势与利益，于是以“伪
忠诚”的面目出现。具体表现在：

一是上下不一。欺上瞒下，媚
上欺下，对上卑躬屈膝，对下盛气
凌人，对上唯命是从，对下敷衍了
事。总之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
责。二是表里不一。阳奉阴违，口
是心非，当面好好好，转背发牢
骚。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
女娼。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政绩
工程。只求上级领导看得见，不管
百姓不满意。三是言行不一。只有
唱功，没有做功，台上说一套，台

下做一套，口言反腐倡廉，行则营
私舞弊。四是手段不一般。喜欢剑
走偏锋，语不惊人誓不休，事不做
绝心不甘。如我们讲要相信党服从
党，他们就说“相信要相信到迷信
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
度”；我们讲要扩大党组织的覆盖
面，在有条件的地方、单位要建立
党组织，他们就别出心裁在家庭设
立党支部，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
硬生生搞成政治组织；我们倡导原
原本本学党章，他们就搞出一个

“新婚之夜夫妻学党章”的闹剧。
“伪忠诚”的危害一点也不亚

于不忠诚。这是因为，不忠诚者在
明里，既容易识别也不难处置。如
可以直接拿下，清理出党的队伍。
像河北省委原书记张本顺，追随周
永康，公开叫板、对抗党中央开展
的反腐败斗争，说什么反腐败影响
了干部工作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经
济发展，发现后被严肃查处。也可以
思想改造，使其重新回归到人民中
间。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俘获了一批反对共产党的国民
党军政战犯，通过思想改造，其中绝
大多数人成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
会主义的一分子。还可以教育、观
察，使其由不忠诚转化为忠诚。改

革开放初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思
想一时转不过弯，有的疑虑，有的
公开表示反对。党中央通过开展思
想解放大讨论，用改革开放的成果
说话，允许那些同志等一等、看一
看。最后，事实教育和感化了他
们，大多成为积极拥护并自觉参与
改革开放、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

而“伪忠诚”者，常常以比忠
诚者还忠诚的面貌出现，具有很大
的欺骗性、隐蔽性和迷惑性，不易
被人们所识别。在一段时间内，我
们很可能将他们视作同类、引为同
志，甚至委以重任。“伪忠诚”者
一旦得势，后患无穷。历史上的安
禄山就是一个“伪忠诚”者。他为
了讨好皇上，称比自己年少的杨贵
妃为娘，为博贵妃一笑，大庭广众
之下扭着硕大的身躯跳舞。然而，
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变脸造反，唐
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当代的“四人
帮”鼓吹天才论、顶峰论，当面喊
对党中央忠诚，背地里下黑手、毒
手，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今年被查处的陕西省委原常委、秘
书长钱引安，表面上对党忠诚老
实，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
忠诚”者。

“伪忠诚”者以假象示人，让

人一时看不清、摸不透。其实，真
正要识别也不难。看一名党员领导
干部是真忠诚还是“伪忠诚”，是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既要听
其言，更要观其行，既要看其对上
负责，更要看其对下负责。透过现象
看本质，剥去伪装现原形。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
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检验一名党
员领导干部是真忠诚还是“伪忠
诚”，关键在于其是否为人民谋利
益。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造福人
民群众的是真忠诚；脱离群众、违
背群众、欺压群众的，不管嘴上说
得多么好听，都是“伪忠诚”。

“伪忠诚”，是党的肌体上的毒
瘤，必须坚决摘除。要认真学习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忠
诚意识。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坚持社会公论，完善人民
群众的参与权、监督权。要在党内形
成讲实话、讲真话的风气，彻底铲除
滋生“伪忠诚”的土壤。

坚决反对和防止“伪忠诚”

刘越祥

近日，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
工委联合开展“社区垃圾分类、机
关党员先行”试点工作，动员全市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在社区亮
明身份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社区
建设，同时，建立完善社区党组织
监督评价机关党员机制，建立起
8 小时外的双重管理监督模式（8
月5日《宁波日报》）。

试点工作引发不少机关党员
讨论。有的认为，机关党员是社区
的一员，参与社区建设义不容辞，
作为社区的先进分子，更应事事
带头，走在前列；但也有的认为，
机关党员组织关系在机关、日常
工作在机关、职责使命在机关，是
否参与社区建设纯属个人意愿。

社区是居民的社区，居民参
与社区建设是本分、是义务。机
关党员是社区的一分子，参与社
区建设责无旁贷，作为党员更应
模范带头，亮明党员身份理所当
然。机关党员居住、生活在社
区，如果连党员身份都不愿亮、
不敢亮，其先锋模范作用就无从
体现。

事实上，机关党员亮相社区、
参与建设，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需
要，也是履行党员义务的必然。比
如，有利于深入一线，了解掌握基
层实际，为机关决策提供第一手资
料；有利于增进党群感情、接受群
众监督，在参与社区建设中锤炼党
性，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

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不
少机关党员在社区建设中不愿亮身
份，乐当“隐身人”。比如，有的
怕成为公众人物，个人信息不愿透
露；有的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有的怕受到约束，凡事小心
谨慎；还有的怕失面子，不愿放低
身段等。部分机关党员这种瞻前顾
后、患得患失的表现，既有思想站
位不够高、党员意识不够强等主观
原因，也有机关党员合理参加社区
建设的规定不够完善等客观因素。
这既需要各级机关党组织加强思想
引导，让机关党员卸下思想包袱，
放低个人身段，在社区建设中勇当
主人翁、不做旁观者，也需要制定
和完善相关制度，引导机关党员参
加社区建设。社区党组织也应做好
个人信息保密制度，为机关党员营
造参与社区建设的好环境。

机关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理所应当
刘良恒

长沙市纪委近日公开通报 6
起“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典型案例，为一批在工作中
遭遇不实举报的基层干部正名，
给他们卸下思想包袱，也让他们
更有底气和勇气抓工作。

在所涉不实举报案例中，有
的干部在执纪执法工作中实事求
是，只因没有达到举报人的目的
而遭受举报；有的干部在征拆工
作中依法依规，引起被拆迁人不
满而被举报；有的干部在工作岗
位上敢抓敢管而受到质疑；有的
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却被不
怀好意者恶意诬告。

从通报内容来看，上述不实
举报，经过执纪部门核查澄清
后，恰恰证明被举报者是敢于担
当、敢于负责的干部。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这份正名通报不仅仅
是还了被举报干部一个清白，更
是对他们敢于担当作为的公开表
彰。对其他干部来说，这份正名
通报更是鲜活的教材和生动的范
本，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忠实履
职、恪尽职守树立了榜样。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基层存在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等
错误观念，导致出现一些“庸官懒
官”。此次长沙市获得澄清正名的干
部，他们的事迹与这些“慵懒散”现
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诠释了不
畏难、敢碰硬、有担当、不推诿等党
员干部应有的实干作风。这种作风
应当激励，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基层干部工作状态好不好，积
极性和主动性强不强，直接决定着
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贯彻，各项工作
能不能抓好。时下正处于爬坡迈坎、
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需要的不是
一团和气，而是一派正气、一股锐
气。各级党委和执纪部门要为担当
者担当，给实干者撑腰。对那些在基
层工作中勇挑重担、敢于担责、大胆
创新的好干部，当他们因坚持原则
而得罪了人，因锐意进取而触及别
人利益，进而受到质疑、排挤甚至不
实举报和恶意中伤时，各级党委和
执纪部门应主动出击，认真核查，敢
于为广大基层干部正名、鼓劲，同时
要对那些不实举报和恶意中伤者严
肃处理，正风纪，树正气。

而这些，正是当前改革攻坚迫
切需要的好作风。

给“为担当者担当”的作为点赞！

史洪举

7 月 30 日上午，重庆渝北
区，一名驾驶红色保时捷的女子
在掉头时与另一辆车的男司机发
生口角，女子先出手给男司机一
耳光，男子也反手扇了该女子一
耳光，女子的帽子也被扇飞。此
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持续发
酵。8 月 7 日，重庆某商家被发
现打出一“雷人”广告牌，用的
是保时捷女司机卡通形象。该商
家称已撤下广告牌，但未解释为
何以此形象宣传 （8 月 8 日红星
新闻）。

重庆“保时捷女事件”曝光
以来，该女子及其丈夫的身份、
财产和背景备受质疑，其丈夫也
已被暂时停职。可以说，保时捷
女司机已经处于千夫所指的境
地。但理当强调的是，无论任何
人，其合法权益均应得到尊重和
维护。涉事商家使用保时捷女司
机卡通形象做广告，已涉嫌侵犯
其合法权益，应该予以制止。

根据 《民法总则》 等规定，
公民享有肖像权和名誉权，未经
本人同意，他人不得随意侵犯。
当然，人们的这些权利在特殊时
期因特殊事由会受到一定限制或
剥夺。譬如，犯罪嫌疑人逃窜
的，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载
明涉案人的姓名、身份信息、照片
等。再如，人民法院可以发布失信

“老赖”的相关信息，以倒逼其履
行义务。值得注意的是，限制和
剥夺某个个体的肖像权和名誉
权，一般应有法定的事由，或者
为了公共利益，且由法定机关行
使。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涉事的
保时捷女司机已经声名狼藉，也

不代表其名誉权不受保护。名誉是
指人们对于公民品德、才干、声
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
价。名誉权主要维护人们的人格尊
严，确保人们的名声和形象免遭不
当损害和贬低。保时捷女司机已经
成为公共事件中的当事人之一，公
众和媒体有权行使监督权，对其批
评监督。然而，商家使用其卡通形
象来打广告，显然有丑化当事人、
刻意以其“丑行”来炒作的嫌疑。
就像人们抓到小偷后，有权将其扭
送至公安机关，但要是绑着小偷游
街示众，则有损其人格尊严，应予
制止。

此外，保时捷女司机因为屡次
违章，行为嚣张跋扈，已经成为

“负面人物”。那么，哪怕是保时捷
女司机同意商家使用其肖像打广
告，或者保时捷女司机自行利用其
肖像打广告，也是极不妥当的。
因为，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
好风尚。而利用保时捷女司机的卡
通形象作为广告内容，无疑是利用

“丑行”吸引眼球的炒作，有违公
序良俗。监管部门可对行为人处以
20万元至 100万元罚款，并可吊销
相关证照。

有必要强调，在法治社会和市
场经济中，经营者可以通过创新来
吸引人气、谋求盈利。但任何行为应
遵循法律底线，不得侵犯社会公共
利益和公序良俗。利用保时捷女司
机的卡通形象做广告，既侵犯该司
机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也有违公序
良俗，极不可取。对此，监管部门理
当调查处理，让恶意炒作的商家付
出代价。而其他经营者也应引以为
戒，敬畏规则，少些恶意炒作，少些
对大众审美观的戏弄。否则，既可能
引发公众反感，也应承担法律责任。

“保时捷女”的合法权益
也应得到保护

实
在
太
逍
遥

李
济
川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