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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既重视战略谋划又强调狠抓落实”（上）
——习近平在浙江（五）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香雪路（汇士路—医院北侧河道）工程

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2
号、甬发改审批【2020】238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
市海曙区房屋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
海曙区房屋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浙江
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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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汇士路，北至医院北侧河道，位于在

建普济医院东侧。
建设规模：全长约 237 米，标准横断面宽 32 米。本道

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 40 公里/
小时。

项目总投资：约 3400 万元。
招标控制价：12057326 元（其中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招标控制价 186232 元，交通科技设施工程招标控制价
277058 元，绿化养护工程招标控制价 24469 元）。

计划工期：180 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的道路、排水、交通安全设

施、交通科技设施、照明、绿化及绿化养护、现状管线保
护、电力土方外运处置、自来水土方外运处置等工程施
工总承包（具体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并争创宁波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化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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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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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

格，注册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B 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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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显示：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
内完成录入；

3.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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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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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
失信被执行人。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人对中标候选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

（具体以预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
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
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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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均需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购买
招标文件，同时在系统内登记联合体所有成员完整的单位
名称。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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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自行下载
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5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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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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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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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1 年 4 月 6 日 9 时 30 分。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

具 V7.6.1 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

电子格式，由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
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gov.
cn:60822/t9/login.jsp)。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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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布政巷 16 号科创大厦 18 楼
联系人：高艳圆、丁静
电话：0574-87117806、0574-87450825
招标代理人：浙江中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 63 号利时金融大厦 A

座 17 楼
联系人：钱丽娟、邹芳敏
电话：0574-88103779
传真：0574-88107620

香雪路（汇士路—医院北侧河道）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沪杭甬国际学校联动
招生官与家长面对面

这几天，宁波的一些国际学校
陆续推出家长开放日活动，对于想换
个升学通道、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来
说，就读国际学校也是一种选择。据
了解，各所学校的国际班也将在5月
中旬组织自主招生测试。

除了宁波的国际学校受家长关
注外，上海、杭州两地的国际学校也
颇受宁波家长青睐。为了满足家长一
站式了解优质国际学校的需求，本次
春季国际教育展将邀请沪杭甬三地的
知名国际学校。比如上海领科教育，
它是全国最早引进A-Level课程的学
校。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
是一所集中国普通高中课程和英国
中、高级普及教育证书课程的国际学

校。它们将与宁波外国语学校AP 中
心、镇海中学剑桥部、效实中学
IB 部、宁波赫德、宁波华茂国际
学校等本土知名国际学校的老师一
起，三地联动，解答最新的招生政
策，为求学路上的学子指点迷津。

留学机构一站式解答
为学子定制教育方案

随着 2022 申请季留学申请人
数的增多，新的一年备考形势依然
严峻。在新形势下，各个国家的留
学政策也在变化中。如何才能第一
时间掌握相关信息，这方面，很多
致力于留学指导的机构掌握得比较
全面。

届时，新通留学、新东方、澜
大、拓梦、新航道、瀚森、美嘉、
翎航、精睿、环球雅思、智梦教育

等一些甬城主流留学、培训机构将
现场设摊，资深学习规划老师将亲
临现场解读各国留学最新趋势，倾
听家长的教育需求，为学子量身定
制国际教育的策略及方案；教你全
面了解课程内容并分享最新考试信
息，提供从小初到本科各阶段优质
项目内容，帮助学生激发个人潜
能；国际入学保录课程、托福等语
言现场免费测试，免费赠送留学手
册。

开通模拟面试通道
两本择学手册免费送

为了提前预选优秀学生，知名
国际学校资深招生老师将在现场开
通模拟面试通道，进行一对一面
试。

同时，本次教育展将向家长隆

重推出两本与留学有关的宝典，一
本 是 2021 《 国 际 高 中 择 校 指
南》 ——家长选校的一本通，提前
预约参展的家长和学生可到现场免
费领取。指南汇集了甬沪杭三地几
十所知名国际高中课程简介及最新
招生简章，重点讲解了国际课程的
分类及选择，国际高中备战的专业
建议，是选择国际学校的一本实用
工具书。另一本是《出国留学考试指
南》，里面收集了出国语言考试的最
全解析、国际高中的学习规划建议
及国外大学的最新排名及申请要求
等。

想要倾听名
师讲座的家长可
拨 打 15168582261
咨询或者扫描右方
二维码预约讲座名
额。 (王颖)

沪杭甬国际学校名师亲授教育经

2021宁波春季国际教育展4月启幕
名师讲座预约通道开启

正值春暖花开，各大国际学校开始亮出招生名片，纷纷开展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来吸引家长的关注。

面对国际学校的多样化课程，选IB、AP还是A-Level？什么样的国

际学校才能让孩子快乐成长？如何才能拿到心怡名校的offer？对此，

很多家长都一脸困惑。4月10日，由宁波日报、甬派、中国宁波网联合

推出的2021春季国际教育展大幕将开启，届时众多优质沪杭甬国际高

中、主流教育机构将齐聚宁波东港喜来登大酒店，帮助走国际教育路线

的家长解答求学路上的一系列问题，讲座预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

往届春季教育展现场往届春季教育展现场，，家长咨询络绎不绝家长咨询络绎不绝。。（（宋紫宙宋紫宙 摄摄））

【上接A6版】
记得 2002 年 11 月下旬，习近平同志刚任省委书

记不久，我趁空隙向他简要报告了筹建美术馆遇到的
困难。这件事立即引起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他明确
表示新官要理旧事，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并且要切
实加快工作进度。基建组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后，精神
为之大振。

2003 年 1 月 31 日是农历除夕，一大早 8 点半，习
近平同志带领省市主要领导及有关负责人冒雨对美术
馆拟议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一结束，习近平同志
立即在就近的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会议。他明确指出：

“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美术大师和人才辈出，中国美
术学院又坐落于杭州市，浙江美术在全国有着重要地
位。美术馆建设意义重大，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都
很重视。这是一个既定的决策，我们要继续做下去，
抓紧工作，尽快实施启动，抓好落实。”

之前，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
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习近平同志明确表
示应该建在西湖边上。他还指出，要把西湖的自然景
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
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

2004 年初，美术馆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这
时已接近春节放假，省委工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但
习近平同志还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关心研究美术馆建
设。1 月 5 日，从早上 8 点半开始，整整一天是省委
常委民主生活会。傍晚，会议一结束，习近平同志立
即领着所有常委走进隔壁的小会客厅，仔细审看美术
馆的三种建筑设计方案图与模型。他认真听取各方意
见后终于“拍板”，确定了由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程泰
宁建筑设计事务所程泰宁教授主持设计的充分体现中
式建筑风格的方案。

2005 年 5 月 15 日，浙江美术馆奠基开工典礼隆
重举行，习近平同志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
2007 年底，浙江美术馆顺利竣工，2009 年 8 月正式开
馆运行。浙江美术馆从“八五”期间动议至“十一
五”期间最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落成，这件事情的前
前后后、点点滴滴，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浙江
文化大省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项目十分重视和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我到浙江大学工
作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 是
该工程第一期项目。项目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段攻
坚期，都离不开习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2005 年，为响应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浙江文化
大省建设的号召，我们经过反复商量论证，于 6 月 8
日正式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关于汇编出版两岸故宫宋
画藏品的建议。因为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全盛
时期，宋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瑰宝，存世稀少、流
传分散，亟须汇集整理。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印
制工艺，完整地、高质量地出版宋代绘画集，是国内
外艺术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浙江杭州
是南宋故都，见证了当时的文化繁盛，有责任整理出
版宋画。习近平同志接到报告后批示：“这一构想很

好，值得为此努力。”同时，他还让时任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的陈敏尔同志与我们研究一下，提出一个推进
实现的方案。

在习近平同志直接关心下，第一笔启动资金很快下
拨。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浙江大学工作，他不时会关
心地问起 《宋画全集》 项目。2007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
去上海履新前夕亲切接见我，还勉励我们要确保质量完
成好这个项目。

2008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座谈会。我代表浙江大学
参加会议，随身带去了赶制出来的《宋画全集》样书稿，会
前送给了他。7 月 17 日，我书面向他详细汇报了《宋画全
集》的实施情况，同时呈上序言稿请他审定。7 月 21 日，习
近平同志审定了序言并批示：“《宋画全集》编纂工作开展
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好这
一光荣历史任务。”12 月 11 日，我去中南海参加由习近平
同志主持的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会后，他问起我的近
况，我又向他报告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2008 年 12 月 28 日，《宋画全集》正式出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2010 年 9 月，《宋画全集》按计
划基本出齐。9 月 13 日，我写信向习近平同志汇报，建议
在《宋画全集》完成后，拓展实施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

《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在内的“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项目。9 月 21 日，习近平同志批示：“获悉《宋画全
集》出版任务进展顺利，感到很高兴。下一步出版‘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的打算很好，可积极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
各方支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收到了这
个批示后，项目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十分清楚，做
好这项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而难度更大。中国绘画不仅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更是全人类的宝贵精
神财富。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
搜集、梳理并高精度地出版这样浩瀚的大型图像文献。大
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同志的郑重嘱托。

2015 年 5 月 25 日中午，习近平同志飞抵浙江舟山
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第一次到浙江考察调研。
26 日晚上，他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仔细翻阅“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样书，详细听取了有关工作的汇报。
第二天下午，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上，他再次
肯定了这个项目的意义。

根据 5 月 26 日晚我向习近平同志请示情况，8 月 10
日，我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工作向他进一步作了书
面汇报。8 月 20 日，他给中宣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四位主
要领导作出了重要批示。习近平同志日理万机，如此关心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真是令我们终生难忘！
12 年来，这个项目凝聚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大量心

血，充分展示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全情支持，对大规模
系统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
他一以贯之尊重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传承的人文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无论在哪一层级领导岗位上，都
高度重视并坚持读书学习。请您谈谈他在浙江工作期间
是怎样坚持学习的？

张曦：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习近平同志日常工作的繁
忙程度不言而喻，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抓紧学习各个方面
的知识。这里我想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与三位学者学习

交流的故事。
习近平同志对宗教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 1998

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民宗厅视察检查工作时就强调：
“福建宗教问题这么集中，宗教部门要研究，要摸索出规
律，探索管理办法。”浙江与福建毗邻，同样有着悠久的宗
教历史和门类众多的宗教流派。习近平同志来到浙江后，
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2004 年初，他决定适当时候召开
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为此，他在大力推进“八八战略”工作
的同时，不断了解全省宗教工作情况，几次要省委办公厅
与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相关材料。他说，做好宗教
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宗教、抓宗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掌握宗教工作动态，认真指导和协调做好宗教工作。
仅在杭州市，他就专门腾出整块时间带着我们专程走访
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与灵隐寺、抱朴道院的佛
教、道教界人士交流，到省民宗委听取工作汇报。

习近平同志十分清楚，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而又复
杂的联系。为了从认识论层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的长期
性、群众性和复杂性，2004 年春节后，习近平同志叫
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约请两位学者深入讲
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间各为两个小时左右。我们
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西方哲学史学者陈村富老师和省社
科院中国哲学史学者吴光同志。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
来请示事先是否要审稿，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答
复：“不审稿，放开讲。”讲解时间安排在 4 月 15 日全省
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吴光同志因时间有冲突，当时没有
安排上，陈村富老师约定在 4 月 7 日。

那天下午 3 点，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
厅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
同志和我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进门就与陈老师热情握手，
并示意他请坐，然后打开笔记本听他开讲。陈老师讲课经
验丰富，他的“开场白”是：“我没写讲稿，没带一个字的书
面材料。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也可以是讨论式
的，您提问，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就
按他事先考虑的方案讲。陈老师从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
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及其文化背景、所应把握的基本线
索、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当今学者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在
讲述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纠正了

“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并重点介绍了《野蛮的欧洲：
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后 800 年》这本书。说到这一段时，
习近平同志插话与陈老师交流荷马史诗中说的特洛伊
城。当讲到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如
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时，陈老师提到现在高校政治理论
课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受教学大纲束缚，围着基
本概念、原理和运用题转；另一个是不少教师缺乏哲学史
的观念，缺乏文化史和新兴学科的知识。这时张浚生同志
插话道：“现在学校的政治课确实是个问题，学生不爱
听。”习近平同志点头表示：“这个问题要研究。”陈老师是
福建龙岩人，他的福建“普通话”让同是福建籍的张浚生
同志听起来也有些吃力，但习近平同志笑着表示听得懂。
他给我们解释，过去他已经看过不少西方哲学史著作，对
这些专业术语都很熟悉，加上他在福建工作生活 17 年
多，接触过各地方言。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原定两个小
时的课程陈老师不知不觉讲了近两个半小时。事后，陈老
师告诉我：“大凡开设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老师，凭借

多年形成的职业本能，就能对听讲人的专注度、理解力、
学问功底和特点，做出一定的判断。习书记这位‘特殊学
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笔记比我们在校的研究生
都勤快、认真。从他的落笔和表情，可以推测他不仅记要
点，而且关注我提供的破除旧观念的新信息。”

虽然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前没能安排上听吴光同志的
介绍，但习近平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让省委办公厅联
系，最后把讲课时间确定在 6 月 6 日。那天下午 3 点，吴光
同志来到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重点介绍了两方面内容：
一是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二是“浙学”的
内涵、当代定位及其现代价值。同时，吴光同志对浙江建
设“文化大省”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同志听得非常
认真，边听边做笔记，偶尔插话交流，如老子讲的“治大国
若烹小鲜”这句话的多层含义，“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
的区别等等，还询问了省社科院办公用房等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
了如指掌。每到基层调研，总会不时与大家聊当地的人
文掌故，一次他提起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还诙谐地
给我们讲：“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
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平时，他对南宋金华学派的吕
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浙东学
派”以及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和著
作也十分重视。他曾说，王阳明以后，黄宗羲在 《明夷
待访录》 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是有清一代浙江学
人理性自觉、思想解放、富有创新的最重要代表；而从
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
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
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
言。2006 年 4 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专
门向会议组委会发去亲笔签名的贺信。

2006 年初，我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四月间，省委
办公厅来联系，要求推荐一位老师给习近平同志介绍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我们上报备选名单后确定为郁建
兴老师。因习近平同志临时有重要安排而两次改期，最终
定于 7 月 13 日下午两点，在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听讲。郁
老师讲完回来后，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他向习近平同志
介绍了四部分内容：辩证法的起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
思辩证法、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他先讲了辩证法的语言学
起源和它的存在论起源，花了较大篇幅讲解黑格尔和马
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又介绍了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家卢卡奇，法国存在主义
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
人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中坚人物哈贝马斯，还有美国当
代思想家詹姆逊等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郁老师讲了两个
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又与他讨论了大约 40 分钟，并了解
了当前国内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时隔多年，参与过这三次小型学习交流会的同志都
有一个共同感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好学，对相关知
识有长期的积累；学习交流前，都是“有备而来”，不仅听
得格外认真，边听边记，而且还不时结合浙江实际和自己
的思考，提出各类问题与他们探讨。种种情景，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原载3月5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