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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冠名没戏了
我拿起报纸翻了翻，一行醒目标题映

入眼帘：东部新区违建工地成片，白天休
息晚上赶工。“出事了，我老婆被曝光了。”
我把报纸一甩。“你老婆被曝光了？”大飞
被说糊涂了。

我懒得解释，打大宝电话，通了，但没
听到大宝说话。我听到电话里有人在训
话：“新书记刚上台，就被抖出这么多违法
建筑，书记都要哭了。”

百分百，这个声音是大宝的顶头上司
女宣传部长。

晚上，大宝很晚才回来。儿子睡得呼
噜都打起来了。我正在电脑前浏览新车，
宝马、奔驰，来回地看，看图片，看论坛。
最后定格在大宝推荐的那款中外合资吉
普车。听到客厅里有响声，我赶紧出去开
门。看见大宝一边脱鞋一边靠在墙上，累
得虚脱的样子。大宝瞟了我一眼，说：“革
命工作不好干啊。你们的选秀节目怎么
样，靠谱吗？”

“今天正式运作，靠谱。项目做完，保
守估计，一台宝马越野车的价钱。”

“车子什么时候去交款？”
“算了，缓一缓，不着急。”
“为什么？”
“三十万，不是小数，再考虑考虑。”
“嘿，可怜的中产阶级。”
又是新的一天。闹钟响了。我起床、

洗脸、刷牙。打开衣柜，穿衬衫，套西装，
然后吹着口哨下楼，习惯性地打开报箱，
取报纸。走出小区。路上碰到一个保洁
员。保洁员问早上好，并用四川话说：“小
伙子，上班去了？”

“上班去啊。”
“你不是被包的小白脸啊？”
“你这是啥话？”

“咳！实话实说，以前每次看你都是
九点下楼拿报纸，然后在小区椅子上晒太
阳，优哉游哉地看报纸，然后慢腾腾地走
回家，好无聊的样子，以为你是被富婆包
了。我心里纳闷，哪有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一天到晚待在家里的。”

“哈哈。前几个月我辞职了，休息了
一段时间。”“哦，不过我觉得，人还是要有
点事做，劳动者，最美丽，最美丽。”

“你最美丽。”我竖起大拇指。
“哪里哪里，你忙你忙。”
大飞在宝马车里等我。我一上车，只

见他一改往常笑脸，一声不吭，发动汽车，
呼哧蹿了出去，害得我赶紧抓紧把手，扣
好安全带。“失恋了？”我问。“你才失恋了。”

“不会失身了吧？”
“你们一家人都失身了。”
“嘿，你这什么话？一大早吃枪药

了。”我捶了大飞一下，“甭管你是我的大
雇主，但人格尊严不容践踏啊。”

“唉。”大飞长叹一口气。然后一加
油，车更猛了。到了节目组办公楼。出了
电梯，我说：“九点半，海选通报会议，别忘
了。”“知道了。”大飞走了两步，把我叫住，

“你先到我办公室来。”
进了大飞办公室，大飞身体一瘫。“半

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什么意思？”“总冠
名没戏了，周夫福他妈的不干了。负责广
告投放的常务副总，狮子大开口要双倍回
扣。”“那就给嘛！”

“给？给了你的宝马就变宝来了。”
“靠，这个常务副总，手也伸得太长

了。”我说，“美人计侍候。”
“没用。”
“哟嗬！还有不中这一计的！”
“她是女的。”
我垂头一叹：“诸葛亮也搞不定。”

“时间到了，走，开会去，总冠名掉了
链子，其他工作不能掉链子，先把工作布
置下去，动员起来，把大家情绪调动起
来。”大飞站起来，整理整理发型。

“慢着，我有了。”我双手一拍，“四个
字：草船借箭。”“你还真是诸葛亮啊！”

“兄弟，哦，不，雇主同志，一定要相信
我。”大飞犹豫了一下：“相信你。相信宝
马对你的诱惑。”

下期关注：给老杨出了个金点子

建筑工程队
信用社单主任一见雷东宝就道：“你

来得正好，我问你，你们的砖好还是县砖
瓦厂的砖好？”

“问用过的人都知道了，当然我们的
好。单主任，我要借四万五，一年后还，建
个新窑。”

“砖厂生意真这么好？我问县砖瓦厂
要砖，他们说我量大，先可以给我五千块，
还得一个月后拿，再什么时候能给我其他
的就不知道了。操他奶奶的，我水泥都已
经买来，一个春天放下来还不得结块？”

“主任家造新房？”
“信用社造两层宿舍楼，三月准备动

工，五千块砖顶什么用。还有公社建筑工
程队，说什么造影剧院比造我宿舍楼要
紧，电影院是‘十一’向国庆献礼工程，我
的宿舍要我自己找泥瓦匠，你说又不是农
民土坯房，两层楼，水泥预制板的两层楼，
我放心交给那些只会建土坯房的泥瓦匠
吗？不说了，你要借钱？一个条件，从今
天起，你们所有烧出来的砖全卖给我。”

“行，几块？我们的砖质量没的说，敲
起来铮铮响，整块烧透，不像县砖瓦厂的芯
子还是黑的。”雷东宝心说县砖瓦厂不从公
社信用社借钱，单主任对县砖瓦厂没辙。

“几块？？”单主任噎住了，“要不你先
给我拖两万块砖来放着，等我造的时候不
够了再问你拿，你反正得当天给我。”

雷东宝奇道：“才两万块？图纸没注
明？你把图纸给我看，我当兵时候带一个
排，军事工程都造过，看得懂。算正确一点，
免得临时问我要砖我拿不出不够朋友。”

单主任于是这样那样把他的意图向
雷东宝阐述。雷东宝听到一半，放下手中
铅笔，摇头道：“土，以前我给司令部造？
这不能说，这么说吧，走廊不能要，厕所厨
房最好不要公用，你说厕所放外面，晚上
瞌睡蒙眬出来走错厕所怎么办？冬天又

太冷。你看着我画给你看，这是我们首长
住的房子，嘿，我那次也是第一次造，全排
愣是花了好几天才把图纸啃明白。”他边
说边将简单图纸画出来。

单主任奇道：“厕所放里面，还不臭
死？这个不行，夏天赶苍蝇都来不及。”

雷东宝道：“你贴上瓷砖，平时拿刷子
洗干净点，比人家粪桶还中用，首长都那
么用。”单主任一巴掌拍在雷东宝手上，
道：“你既然会画图纸，会造房子，手里又
有砖，你们大队为什么不组建个建筑工程
队呢？我再借给你五千，这五千专款专
用，给你买造房子用的设备，我再提一个
要求，你一定得在五月份替我把房子造
好，我儿子六月份结婚，小子非要住公房
才肯结婚。你可以先把东侧房子造出来，
我要东侧二楼。”

雷东宝眼前一亮，对啊，小雷家好几
个泥瓦匠，三个木匠，又多的是力气多得
没处使的光棍，还有他这么个造过军事工
程的把总，为什么不自己组建工程队？再
说，自己组建的工程队专门用自己砖窑烧
的砖瓦，新窑不是又多一层保障了吗？他
当下一拍办公桌，差点震晕单主任。他闷
在主任办公室按要求将六套房子画出来，
又大致算出要多少钢筋、水泥、石灰、沙
石，还有木料、水管、涂料，让单主任去公
社供销社买。

雷东宝一点不含糊，拿了五万块回
去，砖窑、顶棚，在老书记监管下开工，拨
两个泥瓦匠一个木匠给老书记。他拿着
五千块买下该用的设备，率小雷家所有泥
瓦匠、两个木匠、二十个帮工，上公社造大
洋楼去也。他本来就做过代排长，下面管
过四十来号人做工，现今更是轻车熟路，
指挥有方，再加他一双环眼不怒自威，工
地上谁都不敢偷懒。

房子造得相当快。两星期，盖起一
层，一个月，框架全部完成，开始抹面做地
坪通电、通水管。等红瓦白墙两层楼的雏
形出现在大伙儿面前时候，整个公社惊动
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洋气的房子，竟然有
前后阳台，阳台还是弧形，楼道进去那地
方，两根雪白圆柱跟人民大会堂门柱似的
壮观。见了实物，单主任一颗心才落地，
这样放在房间里的厕所确实不会臭。

信用社里面为这六套房子的分配打
破了头。

下期关注：四处走访

近日，本管理中心在巡查中发现韩婆岭公墓管理区域内出现
了若干违规自建的墓穴，经调查了解，近年屡有人趁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休息间隙，擅自潜入公墓区内私建墓穴。经本次排查清点，目
前发现的违规自建墓穴共计约24座，且疑均已入墓使用。

鉴于前述侵权行为既已违反国家法令，亦已经严重影响了本
管理中心的合法管理权，本管理中心在此严正公告：

一、请前述违规建墓者立即纠正其违法行为，将违规修建的墓
穴恢复原状，否则我中心将依法采取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并保
留追究建墓者法律等责任的权利！

二、本管理中心亦会采取其他所需行动以打击违规自建墓穴
的不法行为！

特此公告！
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镇韩婆岭公墓管理中心

2017年11月20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近期出现不法分子仿冒我公司客服端口

10086发送含有网站链接的充值送费欺诈信
息，请客户在收到含有网站链接的短信时，不
要随意点击链接，注意核实短信中链接的网站
信息是否真实，我公司在短信宣传中提供的掌
厅下载网址为 http://dx.10086.cn/sccdtx，如有
疑问请咨询1008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二0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敬 告

1．招标条件
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2018年度供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已由
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自
建自用项目按计划进行建设，项目业主为四川
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
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
人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已具备实施条件，现进行公开甄选供
水物资设备供应队伍，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供
应商（以下简称投标人）提出资格审查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名称：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17-2018年度供水物资设备采购
建设地点：南充市辖三区
履约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

12月30日
标段划分：
一标段：薄壁不锈钢标段管材管件
二标段：铝合金衬塑复合管材及管件
三标段：球墨铸铁管及管件
四标段：防腐双面埋弧螺旋焊接钢管
五标段：PE100级给水管
以上各标段招标内容详见对应招标清单

（报名时向招标人获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需具备：
本次招标各标段投标货物必须具有省级

以上卫生厅（局）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并具备有效的产品检测合

格报告。
具备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能力。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

好记录。
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各投标人只能对上述标段中的1（具体数

量）个标段进行投标。
4．资格审查方法
本次资格审查采用有限数量制：即每标段

通过资格审查人数等于本资格审查公告中明
确的对应标段甄选队伍数量（合格制/有限数
量制）。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请各投标人于 2017 年11月20日至

2017年11月24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5：00 时至 17：30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四
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大
楼二号楼五楼招标合同部办公室（南充市顺庆
区和平西路24号商检局办公楼）持单位介绍
信购买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400元，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

时间，下同）为 2017 年12月11日 09 时 00
分，地点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办公大楼八楼会议室

6.2投标文件的递交时间为开标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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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投标文件时需现场递交有效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授权委托书原件、法
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所有资料均须加盖单位鲜章）。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南充市政府国有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http://www.
nancsgzw.com/）、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官网（http://www.nckysw.com/）及
华西都市报、重庆晚报、南充日报、南充晚报、
康源水务和平西路办公楼门口公示栏、（发布
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公布时间为 2017
年11月20日至 2017 年11月24日。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地址：南充市顺庆区和平西路24号
邮编： 637000
联系人：付先生
电话： 0817－2327199
传真： 0817－2327199

2017 年11月15日

四川南充康源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2018年度供水物资设备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第一章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