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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我单位承接了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实施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
主办的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
习”活动。由于工作发展需要，现将“四川
历史名人书画传习”项目面向社会进行公
开招标，本次招标活动将秉承“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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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社；
2.项目名称：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

人书画传习”活动；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10楼B区；
4.招标内容：首届青少年“四川历史名

人书画传习”活动拟在2018年12月-2019
年1月举办三场落地活动（作品评选活动、
百人书百米长卷开幕仪式、获奖作品颁奖
及展览）包含项目执行、方案设计等内容。
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资质要求：必须是在中国境内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企业信誉良好；具备丰富的活动策划及
执行经验；有一定公关资源；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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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B区华西都市报社；
2.报名时间：2018年 12月 6日至 11

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
30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女士 /徐女士
电话：18681319651

18584058202

华西都市报社
2018年12月6日

招标公告

六、

2010年我国哮喘、气管炎流行
病学调查提示我国 14 岁以上人群
患病率 1.24%，重症患者人群占
5.99%，急诊率和住院率分别为轻
度、中度患者的15 倍和20 倍，导致
患者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因此，哮
喘、气管炎近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关注，其磁化蛋白酶精准靶向治疗
也迅速发展。

重症患者家庭为何“雪上加霜”？
哮喘、气管炎是一种慢性气道

炎症性疾病，这些患者使用了很多
药物也难以控制病情，经常反复发

作和肺功能损害，还要面临肺部感
染、气道阻塞、气胸、心律失常、呼衰
甚至猝死等严重并发症，需要入住
ICU等，每年高昂的治疗花费，和无
法正常外出工作而缺乏足够的生活
来源，使得患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
经常会觉得被“病魔”扼住了咽喉，
无法挣脱也无法呼救，他们急切地
盼望着全新的方法或者药物能够解
决他们的痛苦。

科学规范 磁化蛋白酶靶向治疗
迈入新时代

靶向药物，在人们的印象里仿

佛只是用作癌症治疗的。如今，重
症哮喘、气管炎也有磁化蛋白酶介
入靶向介入了。它的投用，不仅降
低患者的复发率，而且减轻家庭负
担，同时，将节约大量的医疗资源。

磁化蛋白酶靶向介入发病相关
的经络穴位，作用直接，就像射箭直
击靶心一样，形成对病变部位的靶
向、长效刺激，使自体产生免疫反
应，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促进
气血运行，激活自身免疫修复，阻断
肺部疾病的发展，恢复气管、肺部功
能的作用。这是目前治疗哮喘、支
气管炎的新方法，摆脱了用激素和
扩张剂治疗的依赖。

咨询电话028-96111

呼吸之道健康热线028-96111

磁化蛋白酶靶向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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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
威震冀南的英雄团长

1930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在本县做小学教员。任教期
间，他组织流动图书馆，积极宣传革命
思想，鼓励广大教师行动起来，和剥削
者进行斗争，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

1935年秋，李林参加冀南农民武
装暴动，在广（宗）威（县）一带组织游
击小分队，开展收缴地主枪支、铲除官
绅恶霸的斗争，在广威一带声威大震，
很快形成了2000余人的农民武装。
1936年1月任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1师副连长兼排长，指挥一个连的
兵力，在威县、广宗、巨鹿、南宫的三角
地带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36年秋，李林在石家庄做地下
工作。1937年2月，李林被派到延安中
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月任中共
广（宗）威（县）中心县委书记，建立了地
方抗日政权，建立拥有100多支枪的游
击队和两个县区武装。同年4月，他先
后调任冀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第一军
分区司令员。1938年年底组建了赵
县、藁城、束鹿、晋县、宁晋、栾城等县抗
日民主政府和各县游击大队。

1940年，李林调任八路军第129
师新编9旅第25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多次组织、实施破袭战，有效打击了敌
人的“囚笼战术”。在1940年秋季的
百团大战中，李林率部取得歼灭日军
井川大队1个分队、缴获大量枪炮和
弹药的战绩，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
奖。同年10月，李林率部在沧石路秦
村与日军70多人遭遇，经过激烈拼
杀，消灭大部遭遇之敌，后打扫战场
时，遭 1 名残敌偷袭牺牲，年仅 26
岁。 据新华社

李林，原名李朝法，字惠卿，1914
年出生于河北威县北马庄村。他从小
练就了一身好武功。1929年考入本县
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首次接触
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浙江省政府新闻办5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浙江省2018年11月高考
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
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
责任事故。浙江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
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通报称，11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
结束后，浙江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
收到部分考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
度偏大的反映，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
难度，对部分试题进行了加权赋分。
11月24日，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成绩
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式受

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省政府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这
次英语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进行
了严格核查，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
的组织符合高考相关规定，阅卷评分
是严格公正的，考生的原始得分合法
有效。

浙江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未能
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集中制原
则，不经过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
关全局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
考试院有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公会
议多数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不坚

持原则，违规通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
的错误决定。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对相关职
能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
免去郭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
务，责令其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免
去王玉庆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委员
职务，由省纪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
审查。对浙江省教育厅党委委员，省教
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长孙恒予以诫
勉。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
监察组，对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陈煜军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
查。 据新华社

■经调查，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
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
重大责任事故。浙江省政府决定取消
这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浙江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未能
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不经过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关全局
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考试院有
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公会议多数人持
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不坚持原则，违规
通过和执行了加权赋分的错误决定。

责令教育厅厅长辞职！
浙江公布高考英语加权赋分调查结果

美给《中导条约》“判缓刑”
普京：美国并未提供俄罗斯

违反《中导条约》的证据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4日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向俄罗斯发出威胁：
如果俄罗斯在60天内不能证实已履
行《中导条约》，美国将暂停履行条约
义务并启动半年通知期，随后正式退
出这一军备控制条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部长当天
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方。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表示，美国
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但并未
就此提供证据。塔斯社5日援引普京
的话报道，美方先前表示将退出《中导
条约》，在这之后才开始为其举动寻找
原因。美方将其退出原因归结为俄方
违反该条约，但没有就此提供证据。
普京补充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
约》曾是全球安全的基石，但是美方于
2001年单方面退出了该条约。

普京指出，美方在宣布将退出《中
导条约》之前就已经为相关导弹的研
发进行拨款，由此可看出美方对此早
已作出决定。俄方注意到了美国国防
预算的增长。美国在表示将退出该条
约后，开始寻找借口并习惯性地指责
俄罗斯。普京强调说，俄罗斯反对《中
导条约》遭到破坏，如果美国退出该条
约，俄方将予以回应。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
莫夫5日召见相关国家驻俄武官时也
表示，美国声称将退出《中导条约》，该
举动会对战略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俄
方视美方的意图为危险举动。他同时
警告说，一旦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部
署了美国导弹系统的相关国家或将成
为俄军事打击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0日以俄
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以及该条约
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宣布美国
将退出《中导条约》。

1987年12月8日，美苏两国领导
人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

“浙江温州乐清一男孩失联 5
天，家人悬赏50万求线索”一事近日
引发社会关注。乐清市公安局5日
通报，失踪男孩黄某已于 12 月 4 日
22 时 48 分找到。经初步查明，此

“失联”事件是该男孩母亲故意制造
的虚假警情。

寻找男孩/
网友自发不间断
排查寻找

过去几天，许多乐清人的微信
朋友圈被一则寻人启事刷屏。11月
30日19时13分，乐清市公安局接
市民陈女士报警求助称：其儿子黄
某于30日下午在城东街道某小学
放学回家途中失联。

于是，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纷
纷行动起来，网友们相互转发、打
听，真切地希望能早日找回失踪的
孩子。许多志愿者也在许多小区、
公园、网吧、河边、山上等地点不间
断地排查、寻找。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两级党委
政府和公安机关在得知消息后也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机
制，以最高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投
入大量警力，全方位开展查找工作。

真相公布/
其母为测试丈夫
制造虚假警情

当乐清“失联”男孩黄某平安找
回后，社会各界持续高度关注。经
温州、乐清两级公安机关查明，男孩
母亲陈某（33岁、城东街道云岭村
人）因与在外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
纠纷，为测试其丈夫对其及其儿子
是否关心、重视，蓄意策划制造了该
起虚假警情。

根据调查，11月30日晚18时
许，陈某与已放学回家途中的儿子
黄某取得联系后，在虹桥镇沙河路
附近碰面，陈某嘱咐黄某按照她的
安排待在其事先准备好的四轮电瓶
车内，不要下车回家，并把车钥匙和
事先准备好的食物交给黄某。

在安排好黄某后，陈某于19时
13分，到虹桥派出所虚假报警求
助。警方接报后，调集了大量警力，
开展查找工作。陈某还通过微信朋
友圈等网络媒体发布求助信息。期
间，陈某将藏匿黄某的四轮电瓶车
转移停放地点，最后将其儿子黄某
转移至城东街道云岭村，直至黄某
被警方找回。

依法刑拘/
涉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乐清警方表示，鉴于陈某蓄意
藏匿其儿子黄某，并到公安机关虚
假报警，且在各方查找期间，继续假
装配合搜寻，其行为已严重透支了
社会诚信和良知，消耗了大量的公
共资源，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已涉
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公安
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乐清警方特别提醒：孩子
是纯洁的、无辜的。家庭和社会都
应该为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环境，不要因为我们的任性
伤害孩子，更不能造谣、信谣、传谣。

目前，陈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
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乐清市公安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立即评/

“藏匿儿子测试丈夫”
没有底线者
终将输掉所有

□蒋璟璟

数日来牵动人心的乐清“走
失男孩”终于找到了，而一起找到
的，还有那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的真相:“为测试丈夫策划虚假警
情”。如此荒唐的动机，如此狗血
的剧情,而在这背后，我们似乎隐
约看到了，一位偏执、神经质的妻
子和母亲，看到一个纠葛家庭内
部的一团乱麻。很不幸，我们一
同被迫围观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闹
剧，见证了爱心被辜负、警力被虚
耗的无可奈何。

男孩的母亲陈某，作为整个
故事的始作俑者，自编自导自演
了一场“测试丈夫”的苦情戏码。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成年人的所作
所为，更不该是一位母亲的应有
举动：你可以玻璃心，可以是戏
精，可以作、可以闹，但绝对不可
以拿孩子的安危“开玩笑”！为人
父母者，永远当以“不害孩子”作
为行为底线——故意藏匿孩子制
造恐慌，显然是玩过了、玩砸了。

我们不知道，陈某家庭此前
经历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被藏匿的小男孩最近经历了什
么；我们只知道，这几天里我们自
己经历了些什么。一次次，人们
祈祷着乐清男孩能平安归来。事
实上也是期待着，社会能够给予
我们关于“安全”的多一点证据、
多一点信心。而最终，失踪男孩
黄某平安了，可是我们却并没有
感到踏实、感到安心。除了对诚
信被透支、良善被欺骗的愤怒，自
始至终看完这场大戏的人，还是
不免会惊骇于陈某的莽撞、幼稚
与决绝。

总有些人，既对法律法规和
公序良俗缺乏最起码敬畏，又极
少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基本智
慧，可就是这样一类人，也一样在
为人妻、为人母。相较于险恶世
道，相较于坏人恶人，那些情商堪
忧、行事鲁莽的巨婴式父母，难道
不是同样可怕的存在吗？家庭内
部究竟要如何管控分歧，这或许
是个太过复杂的议题。但至少，
先做一个知法守法的人，先具备
基本的理智和自控力，这是避免
事情变得最糟的前提。

“失联”男孩已找到
其母为测试丈夫蓄意策划虚报警情

浙江乐清警方通报
“悬赏50万寻娃”真相

11月30日放学后，11岁男孩黄
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发现孩子
长时间没回家，当晚其父母向乐清警
方报警。随后，警方连夜展开调查。

黄某的父亲黄良义，是乐清城东
街道云岭村人，近几年为了经商方
便，一家人租住在乐清市虹桥镇，儿
子黄某就读于虹桥镇城东一小。

在寻找黄某的过程中，有人说其
实他早已经回家了，出走的原因是抗
议补习班报得太多；有人说他在乐清
附近的山上被找到了；也有人说他掉
在了一口井里，但已获救；还有人说
他是被人贩子拐走了……这些传言
先后被证实是假消息。

12月4日上午，黄某父亲狂发了
80多条朋友圈。当天上午10点左
右，他发布了一则悬赏20万元的寻人

启事。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扩大搜
索范围，短短一个小时后，他将悬赏
金额提高到了50万元。

黄良义说：“整个乐清都差不多
被我们翻遍了，还是没有我儿子的消
息。我儿子11岁，身高1.4米，谁能帮
我找到他，我一定重金酬谢。”

当孩子最后被警方找回后，事实
证明，这一切，都是孩子母亲搞的

“鬼”。
据《钱江晚报》报道，黄某的母亲

陈某在策划儿子“失联”时，自己先找
到监控盲区踩好点，并在四轮电瓶车
里给孩子准备了吃的，孩子在车里待
了好几天，后来孩子打通其母手机，说
自己身体不舒服，其母这才把他转移
到云岭村的老家，最终被警方找回。

综合新华社、《钱江晚报》

男孩“失联”真相细节：

其母事先找监控盲区踩好点

男孩家属之前发布的“重金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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