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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西部文化产业中心

已由成都市锦江区发展和改革局以
锦发改招备案【2018】1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建
设资金来自业主自筹，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四川日报报业集
团。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室内公共区域装饰装修设计
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室内公共区

域装饰装修（面积约14600平方米）
方案设计、方案调整及深化设计、施
工图设计并经第三方图审单位和政
府消防审查合格后出图，室内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阶段的技术指导及技
术协助服务等工作。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

备 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建筑装饰工
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自2015年1
月1日以来具有至少2个单个合同
室内装饰装修建筑面积在15000平
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室内装饰装
修设计业绩；拟任项目负责人自
2015年1月1日以来曾担任过至少

1个类似业绩的设计负责人业绩。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

中的技术成果给予经济补偿。
招标人将按如下标准支付经济

补偿费：对所有通过了初步评审进
入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方案进行评奖
或给予经济补偿，设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奖励60000元，二等奖奖励
40000 元，三等奖奖励 20000 元。
其余进入了详细评审但未获奖的单
位给予10000元经济补偿费。中标
人不再领取奖励和补偿。投标方案
一经递交，所有设计方案的知识产
权归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所有。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1月21日至 2019 年1月23
日，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14
时至17时（北京时间，下同），在成都
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建设项目部（集
团员工活动中心一楼106房间）持单
位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单
位介绍信收加盖公章原件，其余资

料收加盖公章复印件）购买招标文
件。

5.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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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2019 年3月15日17时，地点为
成都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
业集团西部文化产业中心建设项目
部（集团员工活动中心一楼106房
间）。

6.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华西都市

报、四川在线（www.scol.com.cn）、
四 川 日 报 招 标 比 选 网（www.
sczbbx.com）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地 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联系人：宋女士
电 话：028-86969059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 年 1 月 17 日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室内公共区域装饰装修设计招标公告

龙泉部分
1月 17日 7：30—18：30 龙泉

驿区大佛村、桃源村、花果村部分、
照壁村、石经村、龙泉湖村、白果村、
前锋村、民主村、艳丰村、四合村、幸
福村

1月 17日 7：00—19：00 龙泉
驿区长柏路部分

1月 18日 7：00—20：00 龙泉
驿区星光东路、燃灯路部分

1月 17日 7：30—18：30 龙泉
驿区大面镇、分水村部分、五星村部
分、玉石村部分

1月 18日 7：30—19：00 龙泉
驿区来龙村部分、上龙门、竹林尚书

1月18日7：30—19：00 龙泉

驿区大面镇三桥8组、丽阳嘉园、
恋日家园、常青藤、芙蓉社区、天地
晨光、成都西南贸易市场、兴城投
资公司、胜利村1组、成都富桥投
资公司

1月18日7：30 龙泉驿区大面
镇洪河村部分、土桥村部分、五星村
部分、拥护村

1月18日7：00 龙泉驿区洛带
镇双槐6组、双槐2组、双兴北街、
慧林机电、世宏房产、张荣德小区、
张兴友小区、家和桃源、锦苑、巫氏

市场、邻里中心

双流片区
1月 20日 8：00—17：30 永安

镇凤凰村、松柏村、新津县普兴镇雷
坡村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

“95598网站”、拨打“95598热线”，
或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
关，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
器受损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
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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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检修计划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烟
花爆竹进入销售旺季。虽然当前
全国各地对烟花爆竹的燃放有了
限制，但仍减不了人们过年燃放烟
花爆竹的热情，大家喜欢的是“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和鞭炮声声、烟花绚烂带来的浓浓
年味。那么，如何在允许的情况下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呢？在此，四川
省应急管理厅为大家精心准备了
烟花爆竹燃放安全指南，希望大家
欢欢喜喜过个平安的新年。

一、选购要点
要选择正规店家购买，切勿贪

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尽量避免
网购。要注意查看产品外包装上
是否标注有产品名称、制造商或出
品人名称及地址、生产日期（或批
号）、箱含量、净重、体积和安全用
语或安全图案及执行标准代号、安
全警示语和燃放说明等。

二、燃放要点
燃放时，应严格按照说明进行

操作，不同类型的烟花爆竹有不同
的燃放要求，如燃放吐珠类烟花最
好能用物体或器械将其固定在地
面上；燃放喷花类、小礼花类、组合
类烟花切记区分好正反面，不得倒
置；燃放手持类烟花，点燃后手应

尽量向前伸，身体勿近烟花；鞭炮
应在屋外空处吊挂或平放燃放；双
响炮应直竖地面，不得横放。燃放
过程中，要照顾好小孩；如果是燃
放升空的烟花爆竹还要注意观察
残片落地情况，如落在可燃物上并
仍有余火时，应立即将余火扑灭。

三、储存要点
买回家的烟花爆竹应放在安

全地点，不要靠近灯火源、热源、电
源，并要防止鼠咬，以防自燃、爆
炸。未燃放的烟花爆竹不宜私自
保存，应妥善作废处理或上交当地
派出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席秦岭罗田怡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欢欢喜喜过新年

推荐平台继续开启，欢迎您
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
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
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
新闻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
件下方留言，向活动组委会推荐
候选人。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

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

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 荐 方 式

评 选 标 准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火热进行
中。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们将
在通过网友推荐、专家评审，在
文化、公益、科学、艺术、体育、商
业等多个领域中，选出10名具有
时代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青年，
授予“封面人物”的称号。

说出那些曾给过你感动或
激励的青年，让他们上封面吧。

快来推荐
你心中的新青年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赛前不被看好却逆袭夺冠
对于IG战队夺得英雄联盟S8

全球总决赛冠军的意义，流传最广
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此前中国各
路战队冲冠7年未果，一直面临巨
大的压力。2018总决赛公认最强
的中国传统战队RNG早早出局，只
剩IG一根独苗一轮轮打淘汰赛。
然而，就是这根独苗，却最终夺冠。
而对于IG战队来说，作为一支曾经
不被看好的“捡漏”战队，再没有比
夺冠更好的逆袭方式。

作为一支老牌战队，IG其实一
直是中国电竞圈的几个领军者之
一。从开始的PDD、笑笑到后来的
Kakao，IG其实从来不缺少明星，
然而，成绩却似乎一直不太让人满
意。

2018年，当IG战队跌跌撞撞
闯入线下赛时，曾经所有人都把IG
看成一支鱼腩队伍，甚至把他们看
作帮同胞RNG测试对手战术的试
金石。这种看法，自然源于IG战
队那“拼拼凑凑”的阵容。关于IG，
曾有一个说法，中单是送的，打野
是借的，上单是捡的，ADC是淘

的，辅助是带来的。
在 IG战队中，中单rookie是

2014年 IG买打野kakao时送的，
属于附赠品的性质；而上单The
shy则是被LPL的另一支队伍WE
所淘汰下来的；打野 NING 则是
PDD战队的ADC，后来被借到了
IG；而他们的 ADC Jacklove，在
加入 IG战队以前，是一个斗鱼的
主播；辅助baolan则是因为长期
与Jacklove双排，被后者叫到了
IG。这样的一支队伍，在赛前也难
怪不被人看好，夺冠前，他们更像
一群网瘾少年，而非电竞选手。

有自信才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 IG 战 队 夺 冠 后 ，队 员

Jacklove的父亲仍不太相信儿子
在以此为职业。在他看来，玩游戏
就只是玩游戏，直到他看到了
Jacklove的银行卡。如今，他们家
靠着Jacklove的电竞收入，在武
汉买了一套房。而当Jacklove每
次有比赛时，他的父亲都会请假前
去现场观看。

Jacklove14 岁时，离开湖北
黄冈老家，开始了自己的电竞之

路，17岁就获得世界冠军。3年
间，他睡过网吧，也有靠方便面度
日的时候，然而，谈起自己的选择，
他表示，从未后悔过，他觉得自己
一定能打得出来，“能够让大部分
人都认识我。”

在 IG战队夺冠之后，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曾采访战队时任领
队苏小落。他表示，那次比赛，他
们的目标本来是定在进四强，因为
所有选手都很年轻。“进四强后，我
们就已把目标定在了夺冠，尽管没
有喊出这个口号，但我们每一场比
赛都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苏小落说，新青年最大的特点
是自信。“我们的队员和现在大多
数年轻人一样，充满自信。正是这
样的自信，让我们走到了最后，完
成了历史性突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沈轶

英雄联盟全球冠军IG战队经理苏小落：

新青年的最大特点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3日，2018英雄联盟全
球总决赛，IG凭借着更胜一筹的实力以3比0横
扫FNC，拿下了英雄联盟S8全球总决赛的冠
军。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场彻底沸腾，微博热搜、
朋友圈刷屏。在本次“新青年 上封面”的活动
中，深受广大年轻人喜爱的IG战队，也获得了数
万次点赞。

是自信

人均期望寿命77.1岁
比2013年增1岁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人均期
望寿命 77.1 岁（比 2013 年增加了 1.45
岁），其中男性74.34岁，女性80.34岁，提
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

婴儿死亡率下降5.58‰，连续10年低
于全国平均值；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
18.63／10万，连续15年低于西部平均值，
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值；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446.36／10万，连续11年低于全国平均值。

慢性病发病死亡率
均呈上升趋势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省居民的主要
健康问题。据估计，我省每100名18岁及
以上成人中有27人患高血压（患病率为
27.31%），有 10 人患糖尿病（患病率
10.29%），每10名40岁以上人群中至少有
2人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每1000人中一
年内有超过3人次发生脑卒中，每1万人中
一年内超过4人次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每1
万人中一年内有25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慢性病所致死亡是人群的主要死亡原
因。与2013年相比，2018年四川省慢性病

死亡构成由87.56%上升到88.01%，死亡率
由524.55/10万上升到563.88/10万。每
1000人中一年内有6.4人发生死亡，其中有
5.6人死于慢性病。传染性疾病总体发病平
稳，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发病稳中有降。

二手烟“受害者”数量多
10人中仅1人经常锻炼
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高发

的同时，与其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也处于
高水平。全省每10名成人中有3人吸烟，
成人吸烟率为30.34%。吸二手烟的人更
多，每10个不吸烟的成人中有7人暴露在
二手烟环境中。

四 川 省 每 10 名 成 人 中 近 5 人
（46.06%）一年内有饮酒，男性（64.97%）远
高于女性（27.66%）。膳食方面，成人猪
肉、牛肉等红肉吃得多，油盐重，蔬菜和水
果偏少，每10名成人中近8人每日摄入烹
调油、5人摄入食盐量过多。

与“吃吃喝喝”的积极态度相反，四川
人在运动锻炼方面却不积极，每10名成人
中仅有1人（10.08%）经常锻炼，且男性低
于女性。四川省每10名成人中有近4人
超重、1人肥胖、近 3人中心型肥胖，与
2017年3.5人超重、1人肥胖、2.6人中心型

肥胖相比有所上升。

肺癌死亡发病
排名居恶性肿瘤首位

《2018年四川省肿瘤防治状况报告》
显示，2015年四川省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51.55/10万，即平均1万人中有25人被
诊断为恶性肿瘤；男性发病率298.67/10
万，女性发病率202.23/10万，男性的发病
率高于女性。40岁以下的人群恶性肿瘤
发病率相对较低，40－70岁人群发病率随
年龄增长呈快速上升趋勢。

肺癌、肝癌、结直肠肛门癌、胃癌及食
管癌是四川省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男性和
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第1位均为肺癌。

四川省恶性肿瘤死亡第1位是肺癌，
其次为肝癌、食道癌、胃癌、结直肠肛门
癌。男性恶性肿瘤前五位死亡顺位与总人
群死亡顺位一致。女性恶性肿瘤死亡前5
位依次为肺癌、肝癌、结直肠肛门癌、胃癌
和食道癌。

四川省肿瘤医院院长郞锦义表示，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二手烟暴露、不
合理的膳食习惯、运动量减少等均与癌症
的发生有关。室外空气污染加剧，室内装
修、烹调油烟污染，职业危险因素暴露也是
导致癌症发生的重要原因。

2018年四川健康白皮书发布

慢性病是健康“头号杀手”
肺癌排名恶性肿瘤首位
10个不吸烟成人中有7个是二手烟“受害者”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负责人，专家倡议
每个人应践行健康的生活
方式。

首先是均衡膳食：适
量适度多种搭配，每人每
天食盐不超过6克（1个啤
酒瓶盖容量），食油不超过
25－30克，食糖不超过25－
50克。其次是适量运动：提
倡步行和每日坚持中等强
度有氧运动（相当于快走
6000步运动量）。第三，戒
烟或不吸烟，饮酒不超过
25－50克／每日。第四，保
持心理平衡：自我调节精神
压力，心理问题多咨询和寻
求帮助。第五，保持良好生
活习惯：保持充足睡眠，维
持健康体重，防肥胖，定期
检查血脂，坚持长期测血
压、血糖等。第六，儿童和
特殊人群按要求接种疫
苗，勤洗手和刷牙，注意个
人和居住环境卫生。第
七，药物使用谨遵医嘱，不
滥用。第八，居住地常通
风换气防感冒。

1月16日，四川省卫生健
康委发布《2018年四川省人群
健康状况及重点疾病报告》（简
称健康白皮书）和《2018年四
川省慢性病防治状况报告》，阐
述了全省人群健康状况与重点
疾病以及慢性病的现状，并提
出了重点疾病的防治信息。同
时发布的还有《2018年四川省
妇幼健康状况报告》《2018年
四川省肿瘤防治状况报告》。

数据显示，全省人均期望
寿命77.1岁，提前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但在“吃
喝”等方面四川人的生活方式
并不健康。肺癌排名恶性肿瘤
首位，不管是发病率还是死亡
率，慢性疾病都是健康的“头号
杀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家夷
实习生 周劼妤

◆健康建议◆

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IG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