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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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近
期，成都市高新区开展了专项治理
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推进中的不作
为及“懒散拖”问题工作。一是全
面梳理、自查自纠。分别从项目推
进中的工作效率、质量、进度、态度
等路径，查摆干部作风和推动项目
落地落实存在的不作为及“懒散
拖”问题。全区共梳理出8个重大
招商引资项目推进问题，涉及多个
产业部门、产业功能区。二是目标
督查、整改落实。对梳理出的问题

建立整改台账，进行原因分析，落
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制订整改措
施，限定完成时限。通过每周更新
整改情况，每月通报工作进展，每
季度通报目标完成，推动整改落
实。三是建章立制、优化完善。按
照“构建高效、互动、统一的招商格
局”要求，完善招商项目信息管理
和引进决策机制，优化项目流转分
发程序，加强招商载体资源信息统
筹管理，制定产业功能区项目准入
正面清单。先后出台了《成都高新

区投资促进工作机制（试行）》、《成
都高新区产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
理办法（实行）》等。

通过专项治理，有效推动了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落实。1—
10月，全区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
33个，同比增长37.5%；实际到位
内 资 548.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45%；利用外资实际到位23.87
亿美元，同比增长35.41%，重大项
目个数、利用内外资总量均居全市
第一。

专项治理招商中的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
助力重大项目加快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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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温暖冬日
走进剧场
尽享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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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85 空气质量 良
优：遂宁、德阳、绵阳、西昌、巴中、南充、
广安、达州、自贡、广元、眉山、资阳、宜
宾、乐山、雅安
良：康定、马尔康、泸州、攀枝花、内江

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2—72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7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6日开奖结果

排 列 3 第 18333 期 全 国 销 售
15103962元。开奖号码：836。直选全
国中奖 4105（四川 28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组选6全国中
奖 11044（四川 851）注，单注奖金 173
元。80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333 期 全 国 销 售
10523776元。开奖号码：83624。一等
奖72注，单注奖金10万元。23176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8163 期全国销售
31195416元。开奖号码：01311333330001，
全国一等奖0注，二等奖3（四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63期全国销售
22325912元。开奖号码：01311333330001，
全国中奖97（四川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68期
全 国 销 售 7208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031031111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73期全国销售
1021718元。开奖号码：13212231，全国
中奖64（四川6）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2月11日晚，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
厅将举办旅英青年钢琴家——孔嘉宁钢
琴独奏音乐会；

12月14日晚，《奥地利美女钢琴家
阿娜斯塔西娅·胡普曼独奏音乐会》将在
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行；

12月15日至16日，温江梦想剧场
将演出儿童剧《冰雪女王》；

12月15日至16日，成都初相遇剧
场将上演爆笑感动话剧《高级动物》；

12月17日至18日晚，北京舞蹈学
院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原创民族舞剧
《尘埃落定》；

12月21日至25日，四川省歌舞大
剧院将上演开心麻花舞台剧《莎士比亚
别生气》；

12月29日至31日，崇州市艺术中心
将演出全景幻象大型魔术《魔法奇缘》。

泄洪
金沙江大桥被淹没冲毁
11月3日，金沙江白格段再次发

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造成金沙江
断流。

14日凌晨，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洪
峰通过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时，造
成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损毁严重。

记者了解到，原本9跨270米长的
大桥，有7跨梁板被完全冲毁，1跨梁
板严重变位，9个墩台受损严重，大桥
四川岸连接线23公里几乎全毁。

这也导致连接川藏两省区的“生
命线”——国道318线交通中断，严重
影响川藏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

由于生命线中断，交通运输部和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要以最快速度抢

通大桥，但国道318线巴塘县城至竹
巴笼段也因洪水受损，必须先抢通这
一路段，才能恢复重建大桥。

艰巨
武警联动地方架设战备钢桥

由于混凝土桥梁建设期太长，交
通运输部、四川省政府决定架设战备
钢桥，以最快速度恢复318国道通行。

按照部署，确定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主导实施、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协调配合的抢通组织模式，四川岸由
四川路桥集团负责架设，西藏岸由武
警某部第三支队负责架设。

不过，现场抢修条件相当艰巨。
首先，环境恶劣，桥位地处高原，

气候寒冷，夜间抢通施工时，气温低

达零下8-10度，桥位水深流急，对施
工人员身体条件和专业技术要求极
高。

其次，材料配件等资源紧缺，当地
难以购买且加工能力弱，像大型剪刀
撑等配件均要委托专业单位在成都、
拉萨加工后运至施工现场，而高原道
路暗冰多，影响夜间运输，物资通常需
要2-3天才能运抵现场。

最后，由于金沙江阻隔了两岸交
通，大桥两岸之间无跨江物资运输通
道，只能小批次反复运输解决跨江运
输难题。

抢通
钢桥6日下午面向小车开放

6日，记者了解到，在12天的抢通
过程中，四川路桥集团完成四川岸1
跨梁板复位，3跨钢梁拼装。武警某部
第三支队完成西藏岸3跨钢梁拼装
后，两岸单位联合完成了江中难度最
大的1跨。

11月 30日，现场实现全桥钢梁
合龙，这也是抢通工作的重大节点。
一般抢通同等规模难度桥梁需要30
天左右时间，金沙江大桥抢通提前了
18天。

6日下午3点，架设完毕的战备钢
桥向小车开放，但尚未向货车开放。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面向小车开放后，
现场将根据大桥试运行情况及连接线
恢复情况，适时开放货车通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诡计
押运时顺走260多万
两箱现钞是如何在交接给银行前

“不翼而飞”的？该案的判决书揭开了
这起尘封多年的案件。

2014年4月4日，一辆运钞车停在
了某国有银行郫县支行的门前，全副武
装的解现超担任押钞员。和往常一样，
押钞员与银行按清单进行交接，然后把
一箱箱的现钞送进银行。

可不久后，银行发现237万余元的
人民币、价值人民币25万余元的外币，
连同两个钞箱不翼而飞。报案后，警方
介入调查。

判决书上显示，在与银行交接前，
解现超动了手脚。在交接前，他不但截
留交接清单，还隐瞒真正交接钞箱数

量，还安排了一辆面包车停在运钞车旁
边。交接期间，他趁没人的时候，将两
个钞箱和交接单丢进了旁边的面包车。

交接结束后，解现超找准机会，驾
驶面包车逃离。期间，还将130余万现
金交给其朋友，然后携剩余现金逃至境
外。郫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9
年，解现超与成都某押运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担任守押、驾驶员工作。2013年
11月，该押运公司与该国有银行郫县支
行签订押运守护服务合同。

判刑
押钞员被判7年半

解现超潜逃后，又换了个身份偷偷
潜回国内，并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打工。
去年8月21日，民警在该工地民工宿舍

里将他挡获。
公诉机关认为，解现超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
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归案后，
解现超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
罪。

郫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解现超对公诉机关起诉
指控其犯职务侵占罪的基本事实及指
控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自愿认罪。法
院依法判处解现超犯职务侵占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
民币二万元。此外，还责令其退赔被害
单位经济损失。

记者还了解到，由其朋友保管的
130余万现金也已被追回。

太琨律（成都）所主任朱界平律师

说，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
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规定：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达到
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
至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
点。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可以在五
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的
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
据职务侵占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
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
刑。本案件中，涉案金额属数额巨大
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职务侵占
罪，只有“数额巨大”的表述，数额巨大
时处5年以上有期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

12天抢险
国道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大桥

恢复通车

押钞员设计顺走260万
被判有期徒刑7年半

在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
交界处，国道318线跨越金
沙江，众多自驾、骑行川藏线
的游客，都会在大桥上留念，
也被称为318国道的“网红
打卡地”。

11月14日凌晨，金沙
江白格堰塞湖洪峰通过时，
金沙江大桥损毁严重，318
国道因此中断。318国道是
进藏要道，抢通迫在眉睫，由
于混凝土桥梁建设期太长，
交通运输部、四川省决定架
设战备钢桥，以最快速度恢
复318国道通行。

12月6日下午，经过12
个昼夜抢通作业，由武警某
部第三支队和四川路桥集团
共同合作架设的战备钢桥，
正式向小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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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绝密的武装押运，两箱钞
票，却在交给银行前，被一位押钞员设
计截走。近日，随着该案的一审判决文
书公开，这起由押钞员在交接时偷偷拿
走230余万现金然后潜逃的案件浮
出水面。

押钞员解现超（化名）在把钱箱交
给银行前，偷偷扔进提前停在旁边的
面包车上，并提前截留交接清单和隐
瞒真正交接钞箱数量，为自己争取到
了潜逃的时间。潜逃出国不久后，解
现超又换了个身份，潜回国内在成都
龙泉驿区打工，最终被警方抓获。

已架设完成的318国道金沙江战备钢桥。

六
日
，第
一
辆
小
车
驶
过
抢
通
的
战
备
钢
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