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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高低压配电系统需
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对突发故障进行应急抢
修，以确保集团供电系统安全运行以及对潜
在隐患进行处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二、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高低压

配电系统维护保养及应急抢修服务项目
三、实施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四、招标范围及服务期限
1.范围：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高低压配电

系统维护保养及应急抢修服务,具体内容详
见招标文件所列维保范围及相关要求。

2.服务期限：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
12月31日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电力主管部门颁发的四级以上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颁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
上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维护人员必须具备电工进网作业许
可证（高压）和电工特种作业上岗操作证。

5.三年以来有承担3项及以上10KV高压
电气设备维保及检测工程业绩。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 18至 22日，

工 作 日 上 午 9:00--11:30，下 午 14:
30--18:00。

2.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
川传媒大厦7楼A区。

七、报名需带材料
1.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2.电力主管部门颁发的四级以上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

发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
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三级及以上）。

以上资料验原件，交盖鲜章的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原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86968269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7年12月18日

高低压系统维保招标公告

为提高市民口腔健康水平，12月
起，口腔公益普查惠及蓉城市民。自
此次普查行动开展以来，不少市民申
请了免费口腔检查、免费种牙、牙病治
疗专项补贴等惠民福利。市民可拨惠
民专线028-96111，报名享补贴！

种植牙专项补贴
1、多颗种植牙免费送。12月23

日为种植牙专场补贴日，报名观看知
名医生做种植牙的全过程，领300元
种牙补贴！

2、种植牙专项补贴。含进口种

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花
更少钱种好牙。

3、种植牙9项常规费用100%补
贴。包含：挂号、拍片检查、口腔CT
检查、医生会诊、方案设计、术前洁
牙、修复牙冠取模、微创无痛操作、复
诊检查。拨028-96111申请补贴！

市民福利：免费检查牙齿
此轮口腔健康普查行动专门下

发“家庭口腔健康礼包”，提供了免费
的全套口腔检查，如全景片检查、口
腔CT扫描、牙菌斑检测等。此外，其

他口腔治疗享受免费或补贴优惠：洁
牙、牙病治疗、牙矫正、牙美白、拔牙
补牙、种植牙、小孩涂氟和窝沟封闭
等，详情请电话咨询。

缺牙修复好方案：
种2颗恢复半口牙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

择种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
全口的覆盖义齿修复，经济又实惠。

想申领健康礼包、种植牙专项补
贴 的 市 民 ，均 可 致 电 惠 民 专 线
028-96111报名参与。

12月起，种植牙可申请补贴
领家庭口腔礼包，送免费种植牙

“你有freestyle吗？”2017年夏
天，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有嘻
哈》迅速火爆，其中担任导师的吴亦
凡在节目中三番五次询问选手这个
问题。

事实上，freestyle 在嘻哈说唱
音乐中，指的是即兴说唱，它被一些
人视为嘻哈音乐的基础。这个之前
并不被人看好的网络综艺节目，竟然
一夜之间火遍全国，甚至引爆了国内
嘻哈音乐潮流，让嘻哈文化从地下走
到地面，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嘻哈
文化的魅力，各行各业也都趋于大形
势开始创建自己品牌的嘻哈广告歌
曲。《中国有嘻哈》作为本质的原创音
乐节目，选手的作品通过节目将传播
度提升到了又一个高度。比如人气
选手GAI的《天干物燥》、Bridge的
《老大》、小青龙与辉子合作的
《Time》以 及 Tizzy T 与 Double
Zhuo合作的《回到未来》等等，一经
节目播出，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
响，并且在各大数字音乐平台上能够

通过数据最直接的体现。
随之而来的还有嘻哈歌手身价

的水涨船高。有业内人士透露，《中
国有嘻哈》的选手刚开始的出场费是
1万，比赛之后已经涨到20万了，甚
至有个别说唱歌手透露，自己的出场
费翻了100倍，从半年前的3000元，
变成参赛后的30万元。同时，能够
接到主流广告商的代言及推广活动，
是这些曾经的地下Rapper无法想
象的事，随着节目的火爆，好莱坞漫
威大片《蜘蛛侠》片商钦点PG ONE
为电影量身打造主题曲《英雄归来》，
并成为《蜘蛛侠》中国区嘻哈大使。
而由大鹏执导的《缝纫机乐队》也邀
约小青龙与其共同演唱主题曲《塑料
袋》，此前Gai与Bridge也曾为电影
《心理罪》献唱。

据业内人士分析，伴随着嘻哈文
化的全球化趋势，中国近两年陆续诞
生了一些嘻哈厂牌，《中国有嘻哈》带
来的嘻哈热，无疑给了这个行业一个
发展的良机。

60年前，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
以皇城根儿底蕴深厚的京腔京味，折射
时代变迁中小人物在社会最底层的挣
扎、彷徨和悲哀。60年后，由四川人民
艺术剧院出品、北京人艺著名川籍导演
李六乙执导的川话版《茶馆》，在忠于老
舍先生原著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借由
浓郁四川风情的戏剧场景，让经典作品
再次焕发出新的光芒。

川版《茶馆》中，充满川艺民居风味
的舞美置景，矮桌竹椅鳞次栉比，在白
色手巾板满场飞中，盖碗茶沏起，各色
人物的川音龙门阵摆起，还有正在采耳
的茶客，沿街吆喝四川小吃的叫卖声，
活生生再现出浓郁的四川茶馆景象。
就连原来的幕间评书说唱，也改由四川
传统曲艺金钱板，句句押韵，独具一格，
道出了《茶馆》中的人生百态。

11月30日至12月3日，川版《茶
馆》的北京首演引发全国轰动。至今，
对于川版《茶馆》的议论声仍不绝于
耳。有媒体评价：“将京味《茶馆》做川
味《茶馆》的置换，好似品味一锅滋润无
穷的川蜀老汤，既是一次不违背老舍思
想意旨和精神格局的开拓，又是一次向
焦菊隐致敬的创新表达。”

一些来自文艺界的艺术家们也对
川版《茶馆》赞不绝口。演了374场北京
人艺版《茶馆》的“秦二爷”、著名表演艺
术家蓝天野称：“没有什么经典是动不了
的，川版《茶馆》让人眼前一亮，它打开了
一扇不应该闭锁的窗户，是对中国话剧
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北京人艺版
《茶馆》中“常四爷”的扮演者濮存昕也点
赞称：“川版《茶馆》是超出任何人想象的
一部作品。格局很大，大家要坚决相信
这个样式、风格，我为你们的大胆、勇气、

演员发出的光彩而由衷高兴。”
12月19日至21日，川话版《茶馆》

将在成都连演三场，目前售票已进入白
热化阶段，可谓一票难求。剧组还于
16日在四川省图书馆举办了读者分享
会，分享老舍先生《茶馆》的“家国天下”
和川版《茶馆》的创作历程。剧组自信，
此次成都演出，势必引起四川媒体和全
社会的更大关注，也必将掀起又一轮四
川话版《茶馆》的演出热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轰动京城的川味《茶馆》12月19日成都首演！

《凉凉》——张碧晨杨宗纬 《三生三世》——张杰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播，带动了两首主题曲的火爆。《凉凉》是张碧晨
和杨宗纬合唱，2017年6月29日，该曲也斩获了不少年度歌曲大奖。《三生三世》由代岳
东和谭旋作词，谭旋作曲，并邀请到张杰献唱，金三角合体打造又一OST标杆作品。

《消愁》——毛不易

《消愁》是选秀节目“明日之子”里冠军毛不易原创曲目，由毛不易演唱作词作曲。
这首歌击中泪点的人群是大多经历过没有什么根基，独自一人在外地拼搏的时光。毛
不易和很多人一样，也是个平凡的人，但是却因为追求自由而不再平凡。敢于离开安
乐窝出来漂的人，都是想挣脱被限定了的生活的人。

《成都》——赵雷

《成都》可以说是2017年最受欢迎的民谣之一，赵雷在《歌手》现场演唱之后，
大街小巷都是街头歌手深情演绎的不同地区版本的成都，一时间全国刮起了“成
都风”。《成都》是赵雷在2014年创作的歌曲，由赵雷包办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出
中现场演唱这首歌，但一直没有发行录音室版本。

《刚好遇见你》——李玉刚

《刚好遇见你》是由高进作词、作曲，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李玉刚2017年4月6
日发行的专辑《刚好遇见你》中。 2016年11月19日，该曲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
冠军。李玉刚想借该曲回顾十年经历，同时送给支持他的听众以及帮助过他的人。

《跳舞的梵谷》——孙燕姿

暌违3年，天后孙燕姿2017年10月推出新专辑。专辑首波主打《跳舞的梵谷》
是孙燕姿从2014年收到这首demo时，就确定要当主打歌的作品；许多画面在初听
demo时便已诞生：一个色彩浓烈的空间，神秘的故事轨迹，狂舞的自己

《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一趟》——李宇春

李宇春在2017年岁末推出的新专辑《流行》，又刷新了各种销售纪录，预售当日就
创下7小时500万销售额的傲人成绩，更打破了自己之前保持的纪录，毫无悬念地获得
了殿堂金钻唱片等级认证。《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是李宇春首次专门写给粉丝的
歌；《一趟》则是她本人的最爱，为了打歌，她还时隔多年再次在微博发声，引来围观。

《追光者》——岑宁儿

又一首因为电视剧热播而大火的主题曲。《追光者》是电视剧《夏至未至》插曲，立夏
人物曲，岑宁儿细腻地唱出剧中角色立夏面对爱情委婉又小心翼翼的模样，诠释了这首
歌盛满纯真的感觉，收录于专辑《夏至未至电视原声带》中，发行于2017年6月16日。

《男孩》——梁博

《男孩》是梁博演唱的歌曲，由梁博创作词曲并编曲，并由梁博在湖南卫视《歌手
2017》首演。走心的演绎瞬间让无数有类似经历的人产生共鸣，大呼“歌词戳心”。梁
博再一次用自己的原创音乐征服了广大挑剔的听众，并再度登上热搜榜。

《齐天》——华晨宇

《齐天》是由华晨宇演唱的歌曲。改编自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在《天籁
之战》第七期，华晨宇被指定改编这首歌。在经典的基础上重新作曲，穿插rap段落，甚
至还加入了“白晶晶”的桥段，而原本的纯音乐经由十禾填词更为丰富。

《天干物燥》——GAI 《老大》——Bridge

《还钱》——孙八一 《Time》——小青龙/辉子

2017年最火的综艺毫无疑问就是爱奇艺自制的《中国有嘻哈》，也让嘻哈音乐
成为今年的热门词语。抛开热搜话题，《中国有嘻哈》在音乐方面还是保持相当高的
水准，其中比如《天干物燥》《还钱》《Time》《老大》等歌曲都获得了极高的传唱度。

《6》——吴亦凡

吴亦凡凭借《中国有嘻哈》成功竖起“制作人”大旗，在节目播出期间推出全新EP，
其中的单曲《6》在2017年7月25日11:06正式上线，销量在预售阶段用9小时11分钟
突破百万，在发行音乐平台用11小时11分钟销量突破百万。而这首歌因为吴亦凡
在节目中的现场演绎而让更多人喜爱。

《Coming Home》潘玮柏

又是一个在《中国有嘻哈》带来震撼演出的歌曲。潘玮柏在很多人还不知道嘻哈
是什么的年代把这种音乐类型带到了大家身边，这首歌《Coming Home》是他的第十一
张专辑《illi 异类》的主打歌，等到潘玮柏一开口，你会发现没错是他回来了。

《Work For It》——张靓颖

张靓颖选择在上海的维秘大秀上表演了自己的这首全新英文单曲，效果爆炸。《Work
For It》，由欧美流行乐坛知名音乐制作人King Logan亲自操刀制作，Symphony Green
作曲，Garrick Smith作词，《嘻哈帝国》音乐制作人Jim Beanz担当配唱制作人。这是
Vocal系实力派歌手张靓颖再次与“老搭档”合作，完成了音乐形象的全面革新。

《披风》——陈奕迅

《披风》是由易家扬作词，Jerald（陈哲庐）、MJ（谭杰明）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
曲，收录于2017年5月18日发行的EP《放&披风》中，后收录于2017年10月9日发行
的专辑《C'mon in~》中。

《风清扬》——王菲马云

《风清扬》是马云主演的首部电影《功守道》的主题曲。由高晓松量身创作，尹约填
词，马云与王菲首次合作献声。仅仅就是王菲和马云这两个名字，就可以让很多人点
开听了，何况这首歌还挺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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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谣
多年前曾经在音乐
圈掀起了一股热
浪，那么没人会想
到，2017年平地一
声雷，嘻哈音乐凭
借一档综艺节目走
红 全 国 ，GAI、
PGONE、小 白 、
VAVA、欧阳靖等
比赛中的人气嘻哈
歌手，也一夜成为
炙手可热的乐坛宠
儿。而经过几年的
发展，数字音乐在
2017 年持续爆发
态势，根据IFPI最
新数据显示，中国
数字音乐占比达
96.34%，数字音乐
受益占比在排名
前50的国家中，全
球第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伍翩翩

嘻哈
音乐

属于
近两年，由于版权环境的改变，中

国数字音乐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
展，它的重要性在全球音乐产业市场
也逐渐凸显。根据IFPI最新数据，中
国数字音乐占比达96.34%，数字音乐
受益占比在排名前50的国家中，全球
第一。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
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5.24亿，较去
年底增加 2101 万，占网民总体的
69.8%。其中手机网络音乐用户规模
达到4.89亿，较去年底增加2138万，
占手机网民的67.6%。早在2014年
底，就有音乐平台开始了数字音乐专
辑模式的尝试，如今，数字专辑模式已
经是中国在线音乐产业最重要的商业
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也逐渐改变了用
户免费听音乐的习惯。而且越来越多
的版权方和音乐人开始尝试“数字专
辑”，“数字专辑”也成为平台和版权方
之间重要的合作模式。

经过前两年的蓄势，各大音乐平
台今年继续将重头戏放在了与优质歌
手合作上面。有的平台将多张日本专

辑以“数字专辑”形式发布，多位重量
级欧美艺人发行“数字专辑”。另外，
赵雷、李志、朴树等民谣歌手也纷纷推
出“数字专辑”。当然，跟往年一样，数
字专辑的销售大头仍然是几位流量巨
星，鹿晗上半年四张迷你数字专辑的
销售额，在某音乐平台占前十名总销
售额的约50%。李宇春在年底发行的
全新数字专辑《流行》，上线售卖仅6
天，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打破了所
在音乐平台最快突破钻石唱片、双钻
石唱片等级认证数字专辑的纪录。目
前专辑销售额已破 1500 万，成为
2017首张殿堂金钻唱片。越来越多
的用户被线上丰富的音乐内容所吸
引，数字音乐产业即将迎来爆发。

业内人士表示，有了新媒体以后，
音乐本身，以及围绕音乐的衍生内容成
为互联网上重要的内容，但目前对音乐
技术方面的讨论还太少。音乐从业者
应该去思考，怎么让音乐的参与成分更
多，让音乐的消费方式升级——这也是
未来音乐可能爆发的一个领域。

影视金曲

《凉凉》领军火热霸市
早在2016年，影视剧音乐产业

总值就已达到约为3.94亿元，同比增
长34%，2017年更是发展飞速。拉
开歌单就能发现，今年比较火的歌曲
大多数来自年度大剧，尤其是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凉凉》、《三生
三世》等）、《欢乐颂2》（《咖喱咖喱》
等）和《夏至未至》（《追光者》等）三部
大剧的歌曲形成了刷榜之势。《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热播的时候，有五首
歌进入了某平台音乐巅峰榜热歌前
10，尤其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有
4-5首歌长时间雄霸前十，《凉凉》更
是横扫各大音乐颁奖礼。热播剧在
受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电视剧歌
曲也更加受到歌手们的重视，成为歌
手获得大众认知的重要渠道，比如演
唱《追光者》的岑宁儿因为一首歌立

刻为人熟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与此同时，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在

今年仍然表现火爆，卫视节目有《歌
手》《跨界歌王》《金曲捞》《我想和你
唱》，网络综艺有《明日之子》《快乐男
声》和《中国有嘻哈》等等。这些综艺
节目借由强势渠道的传播和营销，在
上半年制造了大量的话题，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了社交媒体话题的走向。
音乐综艺节目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
大量老歌重新翻牌，带动了大众对于
老歌的需求，目前看来，存量市场仍
然觉有较大的商业空间，也许未来会
有一波新的老唱片复刻潮，会有更多
老歌手复出巡演。“推新”和“造星”也
是今年一大热点，多个音乐平台推出
自己的造星/推新项目，多组偶像团
体也在孵化中。

嘻哈音乐

借力综艺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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