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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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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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事怪事
买东西景点商家拒收现金

2月中旬，施女士在秀丽东方遇上
尴尬：揣着现金，接连问了好几家店，都
没人卖东西给她。

当天，她和朋友看到摊位上有人卖
蒸汽花生，就掏钱想买，花生都已经称
好，店主看到她递出的现金连连摆手：

“不收现金！”
“我平时手机支付也习惯了，但那

天确实手机上没有零钱了。”施女士说，
看店主坚决的样子，她只好作罢。但接
下来的几家店，都是同样的说法——不
收现金。

那次尴尬，最终被一位同样要买
东西的成都市民帮她化解，那位市民
收了她的现金帮她扫码付了钱。“但我
心里已经有了个结，也较了真，花人民
币竟然买不到东西了，我上哪说理

去？”施女士说，她是 20多岁的年轻
人，移动支付没有问题，但如果遇到没
有移动支付习惯的老年人呢？是不是
想上洗手间，拿钱都上不了？对此，施
女士有些愤怒。

调查调查
私收现金商家要遭罚两万

根据施女士的指引，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成都东三环外的秀
丽东方，问了几家景点内的商家，无一
例外都说不收现金，但也有商家提出
折中方案：“你如果实在不能手机支
付，还是可以让其他游客帮你付，然后
把现金给他。”

“我们如果收了现金，他们（管理
方）上哪里去收提成呢，都是绑定到他
们平台的。”一位卖水果的店主说，他

们来这里做生意就跟管理方有约定，
收了现金要被罚款两万元，“一般来
说，现金确实在这里买不到东西。”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几位老
人买了几斤红薯，但因为不会手机支
付，只得跟着店员跑到管理方兑付。
老人自嘲说，“我们跟不上时代了，以
前习惯了现买现卖，现在有钱都不
卖。”

实际上，拒收现金情况并非个例，
融360发布的《线下消费支付方式调
查问卷》统计显示，11.36%的人曾经
有过被拒收现金的经历。

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上查询
到，去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曾专门发
布公告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
现金。在接受现金支付的前提下，鼓
励采用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支付方式上
的选择权。去年底，盒马鲜生就曾因
拒收现金被央行整治。

回应回应
付现金只有到管理处来打票

秀丽东方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确实有这个规定，因为是电商
平台，不准商家私自收现金，“我们有管
理人员在景区巡查，一旦发现商家收现
金，罚款两万。”

“如果非得付现金，那就只有到我
们管理处来。”该工作人员说，之前，他
们完全是不接受现金的，但见很多老年
人确实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这才在管理
处增设了兑付业务，现金给管理处，游
客再拿着开好的小票去取商品，“虽然
麻烦，但也没办法。”

“秀丽东方面积很大，大多商家离
管理处很远，买个几块钱的东西，要在
人群中来回挤，太麻烦了。”多位游客
说。

观点观点
妨碍人民币流通涉嫌违法

太琨律（成都）所主任律师朱界平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
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
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
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
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
通。该景区拒收人民币的做法明显违
法。这种行为既损害了人民币现金的法
定地位，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
犯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利，尤
其是一些无法使用移动支付的群体。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刘璐说，如今，
移动支付在城市普及率很高，但也有部
分老人习惯现金支付，商家应该尊重消
费者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只图自己方
便。拒收人民币的做法确有不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柳锋 摄影 刘陈平

有 钱 ，但 花 不 出
去！不久前，成都
市民施女士遇到这

样的怪事。
在成都秀丽东方，施女士

拿着现金购物，商家无一例外
的拒绝了她。理由是，管理方
不允许他们收现金，违者罚款
两万。而管理方给出的解释
是，他们确实出台了这样的规
定，因为他们是电商平台。

见越来越多的游客有现金
支付的需求，管理方出台规定，
凡要现金支付的，须到管理处兑
付，由管理方打款给商家。然
而，这一做法游客并不买账，“很
多摊位离管理处太远了，买几块
钱的东西，要在人群中来回挤两
趟，太费事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前脚刚发
现“李鬼”，后脚市场监管人员就到位了。在
第10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北京万慧
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法务白云亲身体
验了“成都速度”。

白云所在的公司负责马爹利商标知识
产权的代理事务，在发现自己的品牌被假冒
后，他立马拨打了投诉电话。十分钟后，锦
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对锦江
宾馆、大成宾馆、岷山饭店等参展酒店涉嫌
侵犯马爹利立体商标权的参展商进行了认
真检查。最终，120瓶涉嫌侵权的香槟饮料
和酒被下架。

3月20日，记者在成都多个参展酒店看
到了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身影。“主要是
对参展的商家和商品以及周边商家进行例
行抽查，发现有游商在向市民推销商品或散

发广告，立即上前制止清理。同时，对于商
家的投诉，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处
理。”执法人员说。

人民中路沿街一家商铺的店主李某告
诉记者，今年，执法人员已经来进行了多次
宣传，“让我们不要贪小便宜，把店铺转租给
别人办展，如果办展的人无证无照经营，我
们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参展商们也有直观的感受。“投诉渠
道更加畅通，市场秩序更加规范，我们也更加
安心了。”锦江宾馆一家参展的红酒商说。

记者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糖
酒会举办期间，执法人员24小时值守。市
民如有发现涉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及酒
类、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商标侵权、假冒专
利、价格欺诈等行为，可及时拨打12315或
向驻糖酒会举报中心进行举报。

阳春三月，四川西北部的岷山南麓上的
积雪有了融化的迹象。混杂着零星雪水，岷
江穿过崇山峻岭奔流而下直入都江堰，灌溉
成都平原千里沃野，也让都江堰灌区成为世
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都江堰灌区的灌溉面积将达到多
少？在世界水日来临之际，2019都江堰灌区
用水管理工作会在德阳召开。会上，四川省都
江堰管理局局长孙小铭介绍，2019年都江堰
灌区将确保完成1089万亩灌溉面积，灌区工程
蓄水10.89亿立方米。同时，向丘陵灌区输水
8.16亿立方米，向通济堰补水0.38亿立方米，向
成都市城市生活及工业供水14.19亿立方米，
向成都市锦江生态环境供水7.67亿立方米。

要为7个市38个县供水

“都江堰灌区是指都江堰灌溉的区域，以
前主要提供农业用水，现在涵盖生活、生态、
生产三方面。”都江堰管理局供水科科长徐兴
文介绍，都江堰灌区的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
里，覆盖成都、德阳、绵阳等7个市38个县。“以
成都为例，90%的供水来自都江堰。”

与此同时，都江堰灌区的供水压力也不
小。首先，降水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而
灌区内的供水需求不断增加，供需矛盾不断突
出。“灌区内枯水期水资源总量仅为全年的
25%，人均占有量不到1100立方米，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属于缺水型灌区。”徐兴文说。

“今年岷江上游来水区及灌区春灌用水
期间气温略偏高，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四川
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宋雯雯说，春播期间，灌

区部分地区还有一般性春旱发生。
紫坪铺电站也将于春灌期间进行输电线

路检修，届时只能通过两个放空隧洞轮流供
水，来水量与灌区需水量之间可能会出现较
大缺口。“应急供水任务繁重，灌区供需水矛
盾比往年更为突出。”孙小铭在会上谈到。

“引大济岷”列入议事日程

“目前，丘陵灌区的蓄水设施正在发挥作
用，基本上能在汛期蓄水十几亿立方米。”徐
兴文说，龙泉山脉是重要的分割线，以西是平
坝，以东是丘陵，“丘陵灌区都有水库等蓄水
设施，如人民渠二处、黑龙滩等，不仅能在汛
期蓄水分洪，还能在枯水期保障用水。”

这一边，四川水利厅已经把“引大济岷”
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快推进都江堰作为
全省“五横六纵”建设。与此同时，随着加快
推进都江堰和玉溪河、都江堰和武引工程之
间互联互通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都江堰
水资源瓶颈的问题。

“今年，我们将加快修复去年水毁工程，
并针对今年的气象预测和上游来水形势，结
合小春作物布局、预计收割进度和各地用水
转点，科学制定本灌区的阶段性水量调度预
案，并在用水过程中不断细化完善。”都江堰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会上还提出，今年将加大对水利工程遗
址和水文化遗存的发掘和保护力度，落实保
护责任与合理利用措施，编制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保护规划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有钱花不出去？
成都秀丽东方商家拒收现金惹争议
律师：《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妨碍人民币流通

李鬼“乱入”糖酒会
监管人员立即查处

都江堰灌区
今年将完成1089万亩灌溉面积

商家明确告知游客“扫码进店购买”。

游客现金支付被商家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