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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四川封面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机
构项目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70号1栋8楼B区

4、招标内容：
目前封面传媒与文产基金达

成Pre-A轮融资合作。在后续的
资本化进程中，封面传媒就融资
咨询、股份制改造等项目选聘专
业机构（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进行

Pre-A轮融资后的股份制改制辅
导；同时为 A 轮融资工作做相关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出具增资扩
股事宜的方案、法律意见书及评
估报告等，最终达到按照在 A 股
市场 IPO的要求进行专业性的辅
导。

四、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2019年3月25日（工作日），09:
00-12:00，14:00-18:00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0
楼A区

3. 报名电话：028-86969133
华女士

4. 咨询电话：028-86969771
朱女士

五、报名需带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收盖单位鲜章的原件；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验原件、
收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3.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收盖
单位鲜章的复印件，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按实际
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4.投标单位简介资料。

六、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19年4月8
日17:00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红
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2楼 B区集团总经办

3.联系人：廖女士
4.电话：028-8696819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封面传媒”）股改及融资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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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18日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标段一：券商
序号

1

2

3

标段二：律师事务所
序号

1

2

3

标段三：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1

2

3

4
5

标段四：资产评估机构
序号

1

2

3
4

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提供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
证券公司及其证券类子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依法
注册成立的保荐机构，并具有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管理咨询，以及在
中国境内承销/保荐等相关服务的专业资格（提供加盖公章的经营证
券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2015年至今该券商没有出现证监会及《证券法》规定的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没有出现被暂停业务，暂停新增客户、以及撤销资格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的行政处罚。（提供承诺函）。

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成立的并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律师事务
所，且连续执业 5 年以上。
具有针对此项目的专职律师的团队，拟派主办人员应具备股份制改
造、融资及A股市场IPO的相关经验。
无不良好纪录，自2015年起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予
以处罚的纪录（提供承诺函）。

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组织机构代码
证；
应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备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自2015年起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提供承诺函）；
入选“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

内容
具备资产评估资质、土地评估资质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许可证》；
自2015年起有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提供过资产评估的
成功案例；
自2015年起未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提供承诺函）；
入选“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

一、项目概述：

二、标的清单及标段情况如下：

标段一：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券商选聘

标段二：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律师事务所选聘
标段三：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标段四：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选聘

脱掉羽绒服和秋裤，成都的春
天算是来了。三月春光里，成都再
现“花簇锦官城”盛景，安逸的成都
人也在四处寻觅踏春好去处。

为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根
据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以及资深游
玩达人推荐，亲测整理出近郊出游
的“春季赏花图鉴”，一起来看成都
周边到底有哪些踏春地。

“最美乡村公路”
邂逅金色花海

最美乡村公路在哪儿？当然
是重庆路啦！这里的“重庆路”不
在重庆，而在成都近郊的西蜀粮仓
——崇州。这里有着十万亩的高
标准粮油基地，眼下正是数万亩油
菜花齐齐绽放的时候，沿着重庆路
一直走，仿佛徜徉金色海洋里。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一次出
游就能看到田野、山林和湿地，同

时还有花海、古镇和小村。比如网
红村——竹艺村、五星村等也在这
条线路上。

推荐路线：成都出发——成温
邛高速（白头出口）——重庆路

桃花PK樱花
你选哪个？

说好的春有百花，春天当然不
止金色一个颜色了。还记得电影
里浪漫到窒息的十里桃林吗？别
羡慕，成都就有！

除了老牌桃花地——龙泉驿，
在金堂又新镇柏山村千亩桃花正
朵朵怒放。据悉，最近在又新镇举
办的桃花节结合了东部组群乡村
旅游文化，推出地方特色活动，以
及亲子家庭益智、探险、闯关等，很
适合家庭游。

当桃花林遇上樱花雨，你会选
哪个？从3月16日至5月3日，金

堂广兴镇的樱花别错过。这里有
占地1300亩的樱花，以及20米的
超长版网红花廊等你哦。

推荐线路：成都出发——成南
高速——金堂

不想出城
城区去哪儿看春花？

除了上述赏花地外，新都漫花
庄园的郁金香、蒲江石象湖的洋水
仙、郫都区的春台玉兰、青白江的
杏花等，都已经绽放了。

不过，有市民问了，不出城的
话，去哪儿赏春花呢？当前，城区
盛开的花主要为郁金香、杜鹃、红
梅等。想不出城的话，就到人民公
园、百花潭公园、浣花溪公园，以及
三圣乡等地都能看到。选个周末，
约上三五好友，品茶、赏花都是不
容错过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踏春去！老成都都不一定知道的“赏花图鉴”

因工作需要，韩顺军2015年被
借调到绵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至
此，他便常年“行走在刀尖上”。

韩顺军曾说：“涉毒人员给社会
尤其是家庭带来的伤害，往往都触目
惊心。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伤害更大，这更加坚定了我打击制
毒、贩毒不法分子的决心。”

“执行抓捕任务时，皮肤被抓破
甚至被咬伤都是常事，患传染性疾病
的风险也较高。”缉毒民警厉娜说，韩
顺军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还被吸毒人
员的注射器扎伤过，好在检查后无
恙。在缉毒工作中，同事们已记不清
韩顺军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危险。

就在韩顺军突发胰腺炎前的一
次办案中，韩顺军差点遇险。

“和大多数时候一样，韩顺军第
一个冲进了涉毒人员的房间。随后，

我们发现门背后挂着一把40厘米长
的砍刀。”缉毒民警裴勇毅介绍说，如
果砍刀不是在门后，而是在涉毒人员
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房间内，
韩顺军和同事成功将另外4名涉毒
人员控制。

来自绵竹市公安局消息，2015
年到禁毒缉毒大队工作以来，韩顺军
先后参与破获重大涉毒案件70余
件，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查处吸毒
人员200余名。因工作成绩突出，韩
顺军 2018年被四川省公安厅评为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利剑’专项行动成绩突出个人”，
2019年被德阳市公安局评为“推进

‘最强实战’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禁毒缉毒生涯中，加班加点早已

成为家常便饭。“敢拼敢干”是战友们
对韩顺军的一致评价。

缉毒警察韩顺军病逝,年仅33岁
那年泥石流中，转移数千乡亲

泪别！
3月18日，一则悲伤的消息传来，绵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韩顺军被病魔击倒，因公牺牲。
3月13日，韩顺军在工作岗位突发急性胰腺炎，被送进绵竹市人民医院救治，后转至西部战区总医院救
治。18日凌晨5时许，经医治无效，韩顺军不幸去世。多次与死神交手的他，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来。

2010年8月13日深夜，他和绵竹市清平派出所的同事陈涛，直面60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救出数千条人命，而
他自己差点被冲走；今年3月初，他第一个冲进房间抓捕涉毒人员，而房门后就挂着一把40厘米长的砍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攀

天妒
英才

突发胰腺炎
33岁的警察兄弟走了

韩顺军的办公桌上，至
今还摆放着一本工作日记，
里面记录着2019年每一天
的日程安排，部分日期下甚
至写着好几项工作。

“今早5点我们接到这
个噩耗，至今都回不过神
来”。说起韩顺军的突然离
世，同事们难掩悲痛。

回忆起韩顺军发病时
情景，张红旗和谢嘉红了鼻
子，湿了眼眶，声音哽咽了。

“我们俩家住得近，经
常一起上班。”张红旗努力
控制情绪，回忆当天的情
景。和往常一样，那天他们
一起到了办公室，韩顺军说
身体不舒服，感觉疼痛加
剧，情急之下，谢嘉将他送
往绵竹市人民医院。之后，
韩顺军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再后来被送往西部战区总
医院救治。

“挺住，老韩！8·13绵
竹泥石流，从600万方的泥
石流里，你帮助营救数千人
的命，大家都在牵挂你，都
说你无数次与死神交手，从
它手里抢夺生命，这次，你
也把你自己的命抢回来！”
一名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
默默为他祈祷。

18 日凌晨，经抢救无
效，韩顺军在医院停止了呼
吸，年仅33岁。

100多公里外的绵竹市
清平镇，这一消息逐渐传
开，不少群众潸然泪下。

韩顺军的妻子在绵竹市西北山
区的清平镇工作。清平镇与绵竹市
相隔几十公里，夫妻俩一周聚少离
多。自妻子怀孕后，只要妻子在家，
韩顺军都会在中午下班后回家为妻
子做饭，下午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张红旗介绍，有时候加班，家里
又没人照顾孩子，韩顺军就把女儿
带到办公室，同事都为这对父女感
到心痛。

“他女儿小学一年级，如果我们
在，就会在我们办公室写作业，有好
几次，我们都下班了他还没有忙完，
他就又把孩子带到他的办公室继续
加班。”张红旗介绍。每到晚上饭点，

他要是还有工作没做完就会先回家
把饭做好，再回单位继续加班。

2018年11月，绵竹市禁毒大队
在绵竹市区某小区办案，韩顺军当
时得知怀孕的妻子一个人在家晕倒
了，连忙赶回去照顾妻子。当妻子
情况稳定后，韩顺军表示要赶回来
办案，大家都让他呆在妻子身边照
顾，考虑到队里人手不够，韩顺军还
是坚持归队。

“原本对妻儿陪伴就少，他突然走
了，更遗憾的是看不到第二个宝宝的
出生。”说起此事，张红旗叹了一口气。

（除韩顺军外，文中其余缉毒民
警为化名 图据绵竹警方）

韩顺军是绵竹市清平镇人，
1986年1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
家庭。

从警前，韩顺军曾在成都军
区司令部服役。2008年汶川特
大地震中，他奔赴震后的都江堰，
争分夺秒、拼尽全力从死神手中
救出同胞。而几十公里外的绵竹
老家，韩顺军的父母、爷爷、奶奶
等7名亲人却在地震中遇难。

2008年12月，韩顺军脱下他
挚爱的戎装，怀揣军警情结的他，
回到了他深爱的家乡清平镇，加
入公安队伍，在清平派出所工作。

回家那一天起，他一边干好
本职工作，一边投身灾后重建。

汶川地震后，绵竹市清平镇
山体松动，泥石流多发，他主动
承担巡查任务。

2010年8月13日凌晨，一场
特大泥石流袭击清平镇，600余
万方泥石流倾泻而下。灾害发
生前，韩顺军与同事陈涛两人及

时挨家逐户通知辖区群众。
转移群众过程中，韩顺军驾

驶的车辆被泥石流吞噬，他跳车
从齐腰深的泥石流中脱身而出，
捡回一条性命的韩顺军没有退
缩，冒着生命危险前行，他不顾
村民劝阻，徒步赶赴地势较低的
清平镇棋盘村、圆包村，进行二
次清查。最终，5000余名群众
在泥石流发生前成功转移。

棋盘村4组村民王智普对那
场灾难记忆犹新。

“他一路走，一路喊，声音都
喊哑了。当时洪水已经超过了
膝盖。我问他，水都这么深了，
怎么还不撤离？韩顺军却说，山
下人还多，必须去通知他们，不
然他们很危险。”

“要不是韩顺军来通知我们
村民，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在这个
世界了。”棋盘村4组村民孟丽至
今仍然感谢韩顺军当年的勇敢
奉献，说到这里，她眼角湿润了。

绵竹泥石流中
他救了数千乡亲

救命
英雄

冲锋在前
“行走在刀尖上”

禁毒
先锋

与妻子聚少离多
女儿常到办公室写作业

加班
丈夫

韩顺军。

办案中的韩顺
军。

8·13 泥石流
中，韩顺军驾驶的
警车被冲到了房
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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