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标条件
因直播短视频业务发展迅猛，

2018年短视频拍摄、制作总量急剧增
加，为满足此项业务量的增加及长远
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
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
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2.项目名称：新闻及商业短视频

拍摄设备采购；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
4.招标内容：短视频拍摄设备索

尼高清数码摄像机，镜头，脚架，影像
处理设备，扫描仪等。具体规格型
号、技术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

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独立法人资格的，具有相
关经营范围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公
司注册资本金100万元以上（连续运
营2年以上）；

2.经独立法人授权合法登记注册
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3.具有本次招标设备合法生产、经
营资格的专业生产厂家或国内经销商
家；

4.近2年类似业绩证明材料，2个
20万元以上（中标<或中选>通知书
或供货合同或业主证明文件）的复印
件。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
副本，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
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8楼B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直播视频部；

2.报名时间：
2018年 3 月 21日至 3月 27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2：30-5：
3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女士 兰女士
电话：
028-86969321、028-86969334

新闻及商业短视频拍摄设备采购招标公告

新建和改建国道417.6公里，
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149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由4个增至18
个，11万多户城乡住房重建全部完
成，232个灾后重建新村聚居点全
部建成……谈到雅安灾后重建进
展，邹瑾如数家珍。

“促进灾区发展振兴，雅安面
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新的机

遇。”邹瑾说，步入新时代，面对发
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雅安将按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
指示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两
手抓”，一手抓从严保护，一手抓绿
色发展，始终不渝走绿色发展振兴
之路。未来雅安绿色发展，重点是
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守牢绿色本
底，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努

力让雅安在“绿而美”上取得突破；
二是加快雅安经济发展，推进发展
质量的突破，到2021年GDP达到
千亿元；三是下功夫抓好绿色特色
经济，努力推进“绿变金”中“雅安
造”新突破；四是做好改革开放文
章，建立有利于全方位对外开放合
作的新机制，在雅安发展动能上求
得新的突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姚茂强）近来，绵
阳盐亭县工商局将车用燃油市场整治作为
推行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抓手，规
范行业市场秩序。 行动中，该局检查辖区
加油（汽）站 27 家，集中查处证照不齐、经
营混淆、虚假宣传、劣质汽油、计量不准等
不法行为，开展抽检送检 38 批次。目前已
对 10家加油（汽）站进行了立案查处，拟对

1 家加油站进行查封。排查发现，辖区加
油（汽）站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冒用商
标、标识，众多私营加油（汽）站采用“宝石
花瓣”“红底黄边”等装潢风格，极易混淆
消费者视听；二是商标侵权，大张旗鼓地打
着正规品牌名号经营；三是油品质量问题，
存在以次充好、油品掺杂等行为；四是计量
不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姚茂强）3月20日，绵
阳游仙区工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精益眼镜
店、爱视眼镜店、万顺眼镜店等26家验光配镜
店进行了集中检查，重点检查眼镜店是否配备
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计量检测设备；在用的强
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配
备和使用的计量器具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从业
人员是否经培训持证上岗；是否建立了相应的

计量管理制度等。
在检查中，发现部分眼镜店存在验配人员

无证开展验配工作，验光仪、焦度计、镜片箱等
强检计量器具超期未检，计量器具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人员对相关眼
镜店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通过本次专项检
查，为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放心配镜提供了计
量保证。

把厂家排产当免责借口
成都一汽车销售商被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冰清）快看看你的购车合同
中，有无厂家排产的免责借
口。这是典型的“霸王条
款”！3月20日，记者从成都
市工商局获悉，在红盾春雷
行动2018中，新都就查处了
一起这样的案例。

日前，市民唐先生在成
都某汽车销售商购车，对于
购车合同中的约定，他有些
疑惑：因厂家排产计划延迟，
销售商不承担违约责任？消
费者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
清全部车款，销售商有权解
除合同，定金不退？可要是
销售商违约，又该如何处理
呢？

接到唐先生的投诉后，
新都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立马对该销售商进行检查，
发现其与消费者签订的《新
车购买合同》中，确实存在唐
先生所说的“不平等条约”。

执法人员表示，这都是
属于减免经营者自身责任的

“霸王条款”，“厂家排产不属
于《合同法》中规定的不可抗
力因素，此外，合同只约定了
消费者的违约责任而未约定
销售方的违约责任。”

该销售商的行为，已违
反《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
办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
相关规定，新都区市场监管
局对其依法处以行政罚款。

2017 年成都市各级消
协组织受理的投诉中，汽车
及零部件类投诉居首位，合
同纠纷是主要问题之一。
在红盾春雷行动2018中，工
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大了
对汽车销售领域格式条款
的监督和“霸王条款”的查
处，有力规范了汽车销售市
场秩序，维护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荣誉背后
感谢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谈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就离不

开在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运动员培养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体育彩票公益
金，对此，作为奋战在第一线的运动员，
同时又是体彩公益形象大使的张梦雪
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她告诉记者：“在我们安心训
练、比赛的背后，体育彩票公益金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据我了解，中
国体育彩票自发行以来已累计筹集
公益金近 4000 亿元。这些公益金
被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
争光计划，无论是鸟巢、水立方这
样的奥运场馆，还是建在公园、小

区里的健身设施，还有我们运动员
的奖牌，背后都有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贡献。”

喜欢公益
向大众传递温暖很骄傲
翻阅之前历届两会的发言建议，记

者发现有很多代表曾提议应该发行健
康彩票、环保彩票、扶贫彩票、减灾彩票
等，让彩票公益金在多个社会领域发挥
作用，就这些建议记者也采访了张梦雪
的看法。

她告诉记者：“作为两会代表，我也
关注到了这个情况，了解到原来除了支
持体育事业，体彩公益金还广泛用于多
项公益事业，比如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红十字事

业、赈灾救灾、文化事业等。体育彩票
不仅仅是体育的彩票，更是国家的彩
票。”

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张梦雪常常身
体力行参与其中，她在省队时就曾多次
参加由当地共青团组织的公益活动。
张梦雪告诉记者，她一直喜欢做公益，
身为一个体育人，可以力所能及地向大
众传递温暖，让社会增加更多正能量，
这让她感到很骄傲。

不断奋斗
积极备战东京奥运会
对于应以何种姿态投身到新时代

的大潮中去，再创佳绩，张梦雪也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她说：“身为站在第一
线的体育人，做好本职工作是现在最

重要的事情。两年之后就是东京奥运
会，今年希望好好训练备战打好世锦
赛与亚运会，明年开始认真积极准备
奥运积分赛，希望可以在东京奥运会
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张梦雪还谈
到，这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她
的思想及意识都带来了很大的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一方面让她无比
自豪，备受鼓舞，另一方面让她清醒地
意识到身担责任之重，要真正不负人
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还需要更加努力，
要以谦逊之姿、拼搏之态走好未来的
每一步。

在采访最后，张梦雪向记者表达
了她对体育彩票事业的美好祝愿，
祝体彩事业不断健康、持续发展，为
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据《中国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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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奥运冠军张梦雪：

积极投身体育公益事业
以拼搏之姿迈向新时代

还记得里约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取首金的射击运动员张梦雪吗？此次两会，张梦雪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参
会，中国体育报记者就体育公益事业发展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张梦雪毫不掩饰其激动兴奋之情，除此之外也带着一分小小的紧张，她告诉记者：“这次参会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更
多的是向前辈们学习，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学习，在今后能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游仙工商检查眼镜店规范计量

盐亭适用新法整治车用燃油市场

马云乡村教育计划

报名启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

寰）3月20日，2018届“马云
乡村教育计划”面向全国832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
家级扶贫县及浙江省（详见
马 云 公 益 基 金 会 官 网
http：//www.mayun.xin）
的一线乡村教师开始接受申
报。具体申报须知和条件将
在基金会官网、APP以及微
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公布，
申请材料统一通过官网提
交，项目进展相关信息将统
一通过官网发布。本届“马
云乡村教育计划”包括“乡村
教师计划暨马云乡村教师
奖”“乡村校长计划”“乡村师
范生计划”。前两者的申报
截止日为4月30日，后者的
申报截止日为5月20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乡
村校长和乡村教师的报名范
围与以往相比有所不同，今
年只接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县、国家级贫困县申报。四
川12个市（州）的66个县（市
区）的校长、教师和师范生有
报名资格。而首届“乡村师
范生计划”将聚焦浙江、湖
南、四川、重庆、吉林的贫困
区县。凡是全日制普通高校
师范类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
在2018年内，如果签约以上
规定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乡村
学校，并承诺长期服务于乡
村教育的，均可申报。

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市长邹瑾：

擦亮文化“金招牌”
让茶马古道走向世界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是大
熊猫“老家”。这个人口不多、经济
总量不大的城市，先后经历“5·12”
汶川地震和“4·20”芦山地震。雅
安灾后重建进展如何？未来，将怎
样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实现跨越发
展？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委副书
记、市长邹瑾接受采访时表示，雅安
将始终不渝走绿色发展振兴之路，
打造西蜀安逸之都。

雅安将强化文化资
源与旅游资源的深

度融合，打造大熊猫文化国
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和世界
茶马古道精品旅游走廊，并
以此串联全市旅游景区，逐
步形成“两藤环绕、藤上结
瓜、多点开花”全域旅游发
展的雅安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市长邹瑾

生态文旅融合发展将是雅安
绿色发展的首篇大文章。邹瑾表
示，雅安将深入挖掘雅安文化资
源，传承大熊猫、茶马古道、蒙顶山
茶、雅安藏茶、荥经黑砂等特色文
化根脉，全力打造大熊猫、茶马古
道两大国际文化品牌。

邹瑾说，雅安将强化文化资源
与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打造大熊
猫文化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和世
界茶马古道精品旅游走廊，并以此
串联全市旅游景区，逐步形成“两
藤环绕、藤上结瓜、多点开花”全域
旅游发展的雅安模式。

“我们将力抓三篇特色文章，

努力打造西蜀旅养娱绿美安逸之
都。”邹瑾说，具体而言，一是有序
推进生态山水旅游景点的提升。
对现有18个4A景区，下决心完善
基础设施、丰富旅游要素、强化旅
游营销，提升建设碧峰峡、蒙顶山、
喇叭河等一批生态山水旅游龙头
景点。二是深度推进文化旅游精
品园区建设。通过创意性策划包
装大型旅游项目，推动文化旅游精
品园区建设，围绕打造大熊猫、茶
马古道两大国际文化品牌，既要加
快启动建设碧峰峡熊猫山谷生态
康养区、好莱坞（中国）茶马古道国
际旅游度假区、未来嘉年华雅安国

际旅游度假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旅游产业园区，又要深度挖
掘和传承文化根脉，深度打造中国
藏茶城、蒙顶山禅茶文化园、南丝
路·黑砂都等文化旅游园区，下功
夫打造独特品牌景区，增强雅安旅
游核心竞争力。三是市场化推进
游养娱融合发展。以大手笔策划、
多维度推介，吸引投资，推动“康
养+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
游”“林业+旅游”“体育+旅游”等新
兴旅游业态的发展，加快建成西蜀
生态游养娱目的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综合报道

“踏着绿色音符推进加快发
展、良性发展，雅安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邹瑾认为，雅安推进生态
与文旅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前
景，“我认为至少有三个亮点。”一
是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全市共
有 9个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 64.77%，居全省第一，是国
家在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唯一生态
旅游城市。二是独特秀美的自然
风光，4A级旅游景区18个，数量
居四川第一。三是深厚的文化底
蕴，雅安不仅是川藏茶马古道的
起点和核心区，是藏汉彝民族过

渡走廊，拥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62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6处，同时孕育了大熊猫、
茶马古道、女娲文化、“黑砂”文
化、三雅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富有很好的资源
优势和市场前景。

牛碾坪，是雅安狠抓绿色经
济、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的成功案例。春节期间，牛碾
坪景区接待游客15.17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亿元。邹瑾以
牛碾坪为例，介绍雅安如何利用生
态资源优势，使生态红利持续富民
强市。

雅安拥有国家首批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
程试点市、国家生态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试验区等一大批金字招牌。

“这些优势既是我们绿色发展的竞
争力所在，也是我们推进绿色发展
的绝好条件。”谈到雅安未来的绿
色发展振兴之路，邹瑾信心满满。

据介绍，雅安确立了实施“飞
地经济”“绿美生态”“全域旅游”

“五美乡村”等“八大行动”，这是省
委芦山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的生态
环境、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城乡建
设“四大提升工程”在雅安的具体
化，也是走绿色发展振兴之路的具
体措施。

谈
重
建

灾区发展振兴 有挑战也有机遇

论
方
向

实施八大行动 走绿色振兴之路

讲
底
气

生态好文化深 4A景区全省最多

说
路
径

传承文化根脉 擦亮茶马古道金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