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打造赋予天府大道新机遇

2016年，一首现象级的歌曲《成都》风靡
网络，成都也随之为全国文青所向往。

谈到这首歌时，张国华对记者说：“到玉
林路的尽头去做什么？去进行消费的体验，
思想的交流。这就是新经济的代表。”

他介绍说，不同的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
是有规律可循的。资源能源型产业的运输成
本通常达到生产成本30%左右，所以这类产
业，比如钢铁、化工等，要解决好低成本运输
部的问题 ，基本上都布局在沿海、沿江或港
口城市。而对于资本密集产业来说，因为资
本需要快速流通，产业需要“从工厂门口到客
户门口”，所以工业园区、高新区无一不是在
高速公路沿线发展。对于信息密集产业而
言，例如高端生产型或消费型服务业、文化旅
游产业，信息需要快速流通，需要人与人的沟
通。“对这类产业来说，对应的需求则是高效
的航空、轨道交通和创新的街区。”

张国华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历告
诉我们，人是跟着产业走的，工厂一建，产业
工人就聚集过来。随着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发展路径也在发生转变，产业和资本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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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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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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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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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讯（鲁小波 记者 陈静）3月
21日，记者从阿坝州纪委监委获悉，赖晓林本
是阿坝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长，却因沉迷于赌博，输掉家里所有积蓄，借
遍亲朋好友，导致妻离子散，在借下高利贷无
力偿还之后，向管理服务对象“伸手”，走上违
纪违法的不归路。

赖晓林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小
勤工俭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坝县教育局工
作，从教育局计财股办事员做起，因工作积
极认真、任劳任怨，先抽调到阿坝县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现场负责人，
后又任阿坝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打牌从开始的5
元、10元的娱乐变成了打50元、100元甚至更
大的赌博。”赖晓林说自己逐渐迷上了赌博，打
牌打得越来越大，输得也越来越多。他输光了
所有积蓄，借遍了所有亲朋好友，在与妻子伤

心欲绝的吵闹后离了婚，儿子也离开了他。
在输光了所有积蓄后，赖晓林开始借高

利贷，用于他继续赌博。结果越输越多，在
无法偿还高利贷赌债后，他想到了向工程老
板、项目施工方等项目管理对象要钱、“借”
钱。

经阿坝县纪委监委调查组深入调查，
2012年至2018年，赖晓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红包礼金23.53万
元，以“借”为由向工程老板、施工方等索要现
金24.5万元，两项共计48.03万元。赖晓林违
纪违法所得48.03万元，其中38.93万元用于
赌博，9.1万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

留置调查期间，赖晓林对违纪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2018年6月25日，赖晓林受到开
除公职处分，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2018年10月25日，赖晓林犯贪污
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
处罚金30万元，其违法所得继续追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 3月21日，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获悉，成都
局集团公司决定在2019年的3月至4月、10
月至12月间，错峰汛期对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大修施工。

“上次对成渝线的大修还是在2010年。”
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工程师周
雄介绍，作为一条曲线半径小、设计时速低、
常年降雨充沛的线路，成渝线这9年已经暴露
出了各种病害，亟需一次“大手术”。

为此，成都局集团公司决定在2019年的
3月至4月、10月至12月间，错峰汛期对成渝
铁路大修施工。此次施工，成都局集团公司
将利用608个天窗小时对成渝线进行大修清
筛、集中更换轨枕岔和开展工电、电力设备集
中维修。其中，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运用
检修段2500余名施工人员将对成渝线229.9
公里线路进行清筛，7.4万根废旧或病害轨枕
进行集中更换。

3月18日17时许 ，2500余名施工人员
在成渝线五凤溪、资阳、资中等站集结，“天
窗”开始后，分乘数台大型养路机械车前往作
业点。

为了做好成渝线的大修施工，成都工务
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早在春节期间就提
前抵达成渝线的各大修作业区域，开展线路
调查、施组设计、技术交底等，做好一系列准
备工作。

截至3月18日，成都工务大型养路机械
运用检修段在成渝线上已经完成了线路大机
清筛44.7公里、道岔清筛17组，人工、机械累
计更换轨枕1.37万根。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开通运营，这条铁路不仅改变
了成都、重庆两地的城市格局，畅通了大西南
腹地的交通纽带，更是见证了新中国从奋起
前行到走进新时代峥嵘岁月。

阿坝县一干部因赌博 走上违纪违法不归路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
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
长。博士，教授，高级规划
师。2006年至2013年期间担
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所副所长，现任国家发改
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
院长，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
授、北京建筑大学兼职教授、
世界银行交通顾问、中国城市
规划协会专家。

研究方向包括新型城镇
化和新型综合交通规划、多层
次轨道交通体系发展规划、综
合交通枢纽整体规划设计、可
持续交通等领域。近年来先
后主持北京、天津、广州、上海
等多个重要城市20余项高铁
站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同
时主持了广州、重庆等国家级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
长沙黄花机场和厦门新机场
航空城规划，提出了高铁站综
合交通枢纽及大型空港综合
交通枢纽规划设计技术体系。

“一干多支”新格局下
天府大道将成最具潜力发展轴

2019年1月，全长38.6公里
的天府仁寿大道正式通车，这
条交通要道与天府大道及其

南北延线构成了全长150公里的世界最长
城市中轴线。

2018年，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作出了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
的战略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
于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
域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着力
构建南北综合交通中轴线的意见。

作为贯通四川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天
府大道将在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中
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又
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日前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解
读“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
中的天府大道。

将成为地区最重要产业经济轴

1996年，沪宁高速和沪杭高速公路
通车。之前，江苏苏州到上海已有高速公
路相连，而与苏州区位相同的浙江嘉兴则
在2001年才接通了上海的高速公路。这
5年间，苏州吸引外资总额超过浙江全
省，2016年的GDP为嘉兴的4倍。张国
华用这个实例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
地区发展的巨大作用。

2018年，四川省提出将实施“一干多
支”发展战略，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区域发展新格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破
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张国华认为，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
天府大道在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过
程中的重要性是无可质疑的，“中轴线串
联了成都的主城区、天府新区以及成都
的国际机场。这些要素都是成都作为国
家中心城市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的重要
要素，因此，天府大道将成为这一地区最
重要的产业经济轴和最具成长潜力的发
展轴。”

人才走。“人才跟着什么走？人才跟着公
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走。”

他认为，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及其
周边地区，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厚重
的文化，而且以成都为基础的地区服务
业也有非常好的基础。随着天府大道往
南延伸，如何结合好的生态环境，配套建
设公共服务？外围能否打造出专业化的
服务空间？这些问题都将很大程度上决
定天府大道及其延线的发展机遇。“这些
空间打造好了，不仅仅是面向成都的，更
是面向全球的。”

协同发展是下阶段主要挑战

张国华对记者表示，围绕新的发展
趋势，产业链、供应链和生态圈都在不断
重构，产业发展也进入了优化的窗口
期。未来，随着天府大道及其南北延线
的全线贯通，在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过程中，
要经历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机制的
转变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

张国华指出，围绕以天府大道为代

表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如何完善产业
体系，协调沿线城镇之间的发展是下一
阶段的主要挑战：“在区域合作过程中，
保持开放式的发展理念是很重要的。以
成都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要有更大的格
局去引领和辐射外围地区的发展。对于
周边的中小城市来说，围绕着成都这个
国家中心城市，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做
好专业化分工，才能走出自己的差异化、
特色化的道路。”

在新一轮的人才吸引过程中，以成
都和杭州为代表的城市走在全国的前
列，“这是千年底蕴的积淀。”在张国华
看来，这背后也体现着发展理念和发展
机制的转变。“一个地方的旅游服务业，
短短的3到5年肯定是搞不好的，反而
是时间越长，吸引力越大。因此，在以文
旅产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上不能
再追求短期政绩。”

他强调，在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机
制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合作关系
也需要根本转型。“政府更多是做好基础
设施的配置、地区治理、营商环境提升以
及公共服务业的一体化，而市场解决创
新的问题。在提供完善的医疗和教育服
务等问题上，则需要政府与市场合作。”

要素论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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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机遇论

挑战论

天府仁寿大道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渝线开启大修施工

成渝铁路大修。

2019天府中轴线 城市发展论坛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