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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
光，家中有一间房子，里面曾堆满
茅台酒，有 4000 多瓶。我国监察
法出台后，王晓光成为被查的首名
中管干部。被查前，听到风声的王
晓光惶惶不可终日，一屋子茅台酒
成了“心头大患”。他先是将一批
最贵的茅台年份酒倒进坛子里，仍
觉得不放心，便又将这些酒倒进家
中下水道。王晓光老婆的“四不”
感慨，就是这时发出的。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
之际，央视播出专题片 《国家监
察》，第一集 《擘画蓝图》 中，看
到王晓光弯着腰，在卫生间里倒茅
台年份酒，他老婆不由感慨：扔也
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
完，倒也倒不尽，早知如此，何必
当初。

可以肯定，4000 多瓶茅台酒
放在家里，王晓光的老婆不可能不
知道是老公贪腐所得。那句“四
不”感慨，是“多么痛的领悟”，
但不能不说太晚了。

贪官们一旦东窗事发，无不痛

哭流涕，悔得肠子发青。可惜的
是，世上也许啥都会有，唯一不可
能有后悔药。也因此，一边是“四
不”之类的感慨绵延不绝，一边是
贪腐滥权之辈前“腐”后继。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代名相
寇准留下的“六悔铭”：官行私
曲，失时悔；富不俭用，贫时悔；
艺不少学，过时悔；见事不学，用
时悔；醉发狂言，醒时悔；安不将
息，病时悔。短短四十二字，道尽
人生六大悔事。

寇准是宋真宗时期最有作为的
能臣之一，性格刚直，敢为直谏，善
于治国理政。宋太宗赵光义赞誉他：

“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寇
准能干，但他有个坏毛病——贪图
享乐。《宋史·寇准传》 记载，“少
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
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
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寇准娶了皇姨宋娥之后，日日
酒宴，夜夜欢歌。有一天，他舅舅
找上门来，指着鼻子骂他得意忘
形，不顾百姓疾苦，骂得他无地自
容，立即吩咐撤了宴席。司马光说
他豪华奢靡，冠盖全国。虽因位高

权大，无人敢管，但其子孙习其家
风，后多穷困。

寇准的“六悔铭”，恐怕正是
他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之后，所产
生的切身感悟。因为才高，这样的
感悟自然深刻，但我以为，它与王
晓光老婆的“四不”感慨甚至所有
贪官的忏悔，本质上并无不同，无
非是祸事当头时的“悔不当初”。

说实话，看着那么多贪官被
查，一个个家庭被毁，并不会让人
高兴，反而为他们痛心和惋惜。我
一直认为，对于手握人事任免权和
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来说，比之于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种更高
境界。不想腐，官员们都应追求，
作为一种自我约束，不能说个个做
不到，但往往不可靠，由“不想
腐”而变得“想腐”，且终于“能
腐”“敢腐”的实在不少。原因就
在于，制度的笼子远没扎得严丝密
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还未
真正实现。

这次的中央纪委全会提出，要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权力不受制
约和监督，掌权者必然滑向腐化堕

落。正风肃纪反腐，要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完善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设计。要教
育干部，让他们不想腐，但更要解
决对“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
题，让“一把手”们不敢腐、不能
腐，没办法轻易变成说一不二、随
心所欲、唯我独尊的“一霸手”。

贪官们大都明白或者说身陷囹
圄后终会明白，一步步走上不归
路，有自己贪欲膨胀的错，更有享
受和放纵欲望往往无所约束、太过
容易的错。和王晓光一同出现在专
题片里的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
事长袁仁国悔罪时说：“要从制度
上铲除腐败的土壤。”如果说王晓
光老婆的“四不”感慨，说出了权
力腐败的病症，那袁仁国的忏悔，
倒也算是说出了预防权力腐败的着
力点。

王晓光老婆的“四不”感慨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2020-2022 年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养护工程

已由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计划实施，建设资金来自自
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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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服务内容：2020 年-2022 年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养护

工程设计工作(含路面专项养护、桥梁病害专项维修、隧道病害
专项维修、交安设施改造、机电实施改造等）。

2.2 服务要求：设计成果需符合技术标准、规范。
2.3 服务周期：三年，相关工程设计周期安排按招标人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需求安排。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

公路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提供
相应服务的能力。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道桥或公路专业工程师及以上
职称。

3.2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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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
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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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
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

4.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到 2020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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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
述规定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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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
漏，投标人责任自负。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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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id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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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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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 金额：人民币贰万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采用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20 年 2 月 5 日 16 时（北京时间，以
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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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银行保函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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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
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
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汇出，
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由银行通过账户管理系统
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担保
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公章编入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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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退还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第 3.4.4 条款，同时退还同
期银行存款利息（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
87187113（中国建设银行）。

6.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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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宁波市国资委网站（http://www.
nbgz.gov.cn）、宁 兴（集 团）有 限 公 司 网 站（http://www.nshhk.
com）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 666 号宁兴大厦 22 楼
联系人：张工
电话：15306660982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新晖路 155 号东城国贸 19 楼
联系人：王玲、王佳、姚利丹
电话：0574-87298569
传真：0574-8735565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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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设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审批通过，同意开设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9日

机构住所：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振兴南路162号3-43

机构编码：000151330226001

业务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

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盒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

批准的其他业务。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招商地块南侧公共服务项目（监理）已由宁波国家高新

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9]129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国
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
产监察大队），招标人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
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安排，项目出资
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高新区 GX03-02-08 地块，北邻万里河，南邻腊梅

路，东邻新舟路，西邻规划道路。
建设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9461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8201

平方米，建设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一所12班制幼儿园、净菜超市等社区配套商
业及社区中心，并配套大客车停车位2个及非机动车停车位215个。

项目总投资：总投资约 1.8105 亿元。
监理工程概算投资额：1.3 亿元。
计划工期：同施工总工期要求。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大面积回填塘渣、土建（包括基坑支护、

幕墙、室内精装修等）、安装（包括水、电、暖通、智能化）、室外附属（包括
室外给排水、消防水、泛光照明、景观照明、景观给水、景观绿化、海绵城
市等）、雨水回收、空调、电梯等施工全过程监理及保修服务。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具备房

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监理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 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系统提
供的信息为准）。

3.4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册）专
业房屋建筑工程。

3.5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或分

期监理的除外）。
3.6 其他
3.6.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浙江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6.2 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

内容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6.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北京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网
（http://gaoxin.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
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

排表，开标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一（宁波高
新区广贤路 997 号行政服务中心南楼 307 室）。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代理）人不
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区分网、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 10 楼
联系人：余工
电话：0574-87909128
招标代理机构：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796 号东航大厦 19 楼 1911
联系人：陶乐聪、陈文昌
电话：0574-87865993

招商地块南侧公共服务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招商地块南侧公共服务项目（施工）已由宁波

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以甬高新经[2019]129 号文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建设中
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招标人为宁波高新
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来自高新区财政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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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高新区 GX03-02-08 地块，北邻万里河，

南邻腊梅路，东邻新舟路，西邻规划道路。
建设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946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约 18201 平方米，建设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一所 12 班制
幼儿园、净菜超市等社区配套商业及社区中心，并配套大客车
停车位 2 个及非机动车停车位 215 个。

项目总投资：总投资约 1.8105 亿元。
招标控制价：1.3 亿元，具体以招标补遗书为准。
计划工期：650 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大面积回填塘渣、土建（包括

基坑支护、幕墙、室内精装修等）、安装（包括水、电、暖通、智能
化）、室外附属（包括室外给排水、消防水、泛光照明、景观照
明、景观给水、景观绿化、海绵城市等）、雨水回收、空调、电梯
等。（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联合体资格预
审申请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3 投标人需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中有信用等级的，施工企业信用等级不得评为 D
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期的系统提供的信息为准）。

3.4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二级以及上，（注册）
专业建筑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5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
或分期施工的除外）。

3.6 其他：
3.6.1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6.2 申请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在
资格审查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相关内容应在系统中审
核通过；

3.6.3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且在有效期
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
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
政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已在高新
区登记；

3.6.4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的有限数量制,入围 11 家单位；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时

间内（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高新区分网（http://gaoxin.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
格预审文件。未在上述期限内成功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其投
标申请将被拒绝。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上述网站上发布，请
自行下载，并不再另行通知和提供纸质版本，如有遗漏，责任
自负。

5.2 资格预审（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国家高新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行政
服务中心南楼 307 室）。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高新

区分网、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创新孵化大楼北楼 10 楼
联系人：余工
电话：0574-87909128
招标代理机构：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796 号东航大厦 19 楼 1911
联系人：陶乐聪、陈文昌
电话：0574-87865993

招 商 地 块 南 侧 公 共 服 务 项 目
施 工 资 格 预 审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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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凯

近日，在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关于将体育
纳入广东省高考必考科目的提案》
引发关注。虽然大家认为学生的体
质越来越差，但对于是否应将体育
纳入高考，不少委员表达了反对意
见 （1 月 14 日 《羊城晚报》）。

支持“将体育纳入高考”的意
见主要分两种：一种认为，如今不
少学生学习虽好，但课业挤压了户
外活动时间，缺乏锻炼，体质状况
堪忧。将体育纳入高考，能倒逼学
校、学生、家长重视体育，达到增
强学生体质的目的。另一种认为，
有些学校的体育课形同虚设，师资
力量很难适应实际需求。将体育纳
入高考，体育课、体育老师等在制
度层面会获得更多保障，获益的也
是学生。

这么好的出发点，为啥还有不
少委员反对？反对声中，有着对认
知和行事逻辑的思辨。比如多参加
体育运动是好习惯，而高考说到底
只是一次考试，两者绑在一起，会
产生一个问题——让人以为“提高
对某些事物的重视，需要借助考试

尤其是重大考试”。如果这种观念
“站得住脚”，那么学生就会“考什
么练什么”，教育恐怕很难走出应
试 怪 圈 。 反 对 “ 将 体 育 纳 入 高
考”，其实是反对以考试为导向引
导学生对课程的重视。

反对声中，有着对具体实施的
前瞻和预判。高考强调的是公平选
拔，但流行的体育项目不胜枚举，各
地方、各民族还有独特的体育项目，
那将什么体育项目纳入高考？操作
难度可想而知，恐怕不能贸然施行。

生活中，有些政协委员也是家
长，没有父母希望孩子是病恹恹的，
也没有父母不知道锻炼身体的好
处。如果能选择，很多孩子会选择去
户外撒野而不是埋在试卷堆里，但
在高考的裹挟下，把时间花在“主
课”上，成了很多孩子的“必选项”。
若再加个体育“必选项”，认真对待
恐怕时间精力有限，容易顾此失彼；
若只应付一下，意义又何在呢？

有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好习
惯，拥有健康的体魄，能获益终
身。反对声中，笔者品出这样的道
理——人们对待体育、运动的态
度，应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而不是
被其他理由裹挟。

“将体育纳入高考”
为啥有人反对

奚旭初

“家门口”看大戏，博物馆、
美术馆看大展，还有赏梅、剪纸、
版画拓印等邀请参观者体验……鼠
年即将来临，我市为市民送上丰富
多彩的文化大餐 （1 月 14 日 《宁波
日报》）。

过年既要有物质年货，也要有

精神文化年货。如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物质需要到

“美好生活需要”，市民对文化的追
求不断强化。优秀文化对人民群众
精神的滋养，犹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在天长日久中潜移人、默化
人，意义深远。新春时节是人民群
众文化需求的旺季，以丰富多彩的
文化年货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让大

家的精神家园更加美好，年过得更
快乐更充实，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
考虑的事项。

过年备足文化年货，还有另一
层意义，就是用“好文化”挤走

“坏文化”。逢年过节，少不了传统
民俗的大展示。传统民俗源远流
长，传承至今，本身就证明了其无
比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其中的许多

精华，早已成为炎黄子孙共同拥有
并为之自豪的精神财富。然而毋庸
讳言，在传统民俗之中，确实又有
陈腐糟粕，比如封建迷信、聚众赌
博、铺张靡费等。这些“坏文化”
披着传统的外衣，污染世风，戕害
人心，往往借年节沉渣泛起，甚至
把节日弄得乌烟瘴气。

杜绝“坏文化”，除了严打“黄赌
毒”、抵制封建迷信活动等硬措施，
还要释放软实力。杜绝“坏文化”，从
某个角度看就是用“好文化”把“坏
文化”挤走的过程。大力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坚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
结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
活动，用“好文化”满足、保障人民群
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坏文化”也
就难有立足之地。

用“好文化”挤走“坏文化”

无题 王少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