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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投资修建川西南

传媒文化创意项目，现对该项目的建设期
项目管理服务面向社会招标，欢迎符合条
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项目投标。

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川西南传媒文化创意项目
2.建设地点及概况：乐山市市中区。项

目总投资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
方米。

3.招标范围：
本项目建设期项目管理服务（不含工

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招标代理、全过程
造价咨询服务、工程监理）。签订项目管理
建设管理协议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资料

交接完成、权属登记完成后28天。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 具有工程项目管理经营范围的独立

企业法人。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

监理甲级、工程造价咨询甲级、工程招标代
理甲级资质中的两个。

三、报名时，提供以下资料（验原件，留
复印件）：

1.报名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3.工程监理甲级、工程造价咨询甲级、

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证副本（须至少提

供其中两个）。
四、报名时间及地址：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5月

30日至2019年6月5日（法定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时至11:30时、
下午2:00时至5:30时，到成都市红星路
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活动中
心1楼105室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每份人民币壹佰伍拾元）。

五、联系人及电话：
唐女士18628017135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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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5月3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乐动蓉城”——“放飞Ⅱ”·庆六一交
响音乐会》；

5月31日，遂宁河东（莲花）国际会展
中心将演出大型原创亲子互动儿童舞台
剧《真假美猴王》；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鹅
湖》。

5月31日至6月1日晚，成都东郊记
忆·荷苗小剧场将演出心灵魔术主题剧
《未知选择》；

6月1日，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办
《猫和老鼠的莫扎特——古典音乐启蒙钢
琴名曲趣味视听音乐会》；

6月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演
出民族室内乐《海上丝路》；

6月9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多媒体创意改编童话剧《小王子》。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27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雅安、攀枝花、泸
州、绵阳、南充、达州、自贡、德阳、遂宁、乐
山、广元、眉山、内江、巴中、资阳
良：广安、宜宾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5月2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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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19061期全国销售
272417820元。开奖号码：01、02、13、14、
26、05、11，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101注，单注奖金
436775元，追加29注，单注奖金349420元。
三等奖252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
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
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
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4808403292.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42 期 全 国 销 售
15266660元。开奖号码：083。直选全国
中奖4042（四川45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4338（四川1667）注，
单注奖金173元。18088313.11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142期全国销售9855792
元。开奖号码：08307。一等奖2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80025317.0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29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5月26日，茅台集团内部
刊物《茅台时讯》在头版头条
刊发文章：5月23日，茅台集
团公司召开2019年第十四次
党委会，坚决拥护省委省纪委
对袁仁国问题的处理决定。

就在当天，贵州茅台发
布公告，5月29日上午9点半
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
因登记参会人数超过预期，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调整为公
司多功能会议中心。

5 月 28 日，记者在茅台
镇的股东大会现场登记点了
解到，前来参会的股东达到
10年来之最，超过2400人。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
现象说明股东的权利意识在
觉醒，同时也想借这样的机
会参观了解茅台的未来规
划。当然，更多的则是股东
在“去袁仁国化”新时代，对
茅台的焦虑和期许。

有多位股东在微博上评
论，希望贵州茅台在股东大
会期间，能就集团公司单独
成立“销售公司”一事有个明

确说法，因为其“不仅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小问题，而是茅
台酒作为中国一线品牌公司
形象，关系着未来人们对其
价值走向的判断”。

不过，这样的焦虑，在5
月28日下午，被股东们能继续
购买一箱平价飞天茅台和两
瓶生肖酒的愉悦心情，以及茅
台公司重新更换的标语所取
代。这句标语是:“股东是茅台
永远的家人 您的信任赋予我
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5月28日下午3点，贵州
茅台收盘价定格在每股888
元，市值1.12万亿元。当天，
中金公司研报称，预计到2028
年，每瓶茅台酒的出厂价将涨
至4000元，未来10年营收和
利润有望增加10倍以上……

5 月 28 日晚间，茅台镇
上空再次飘起了细雨。

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酒香，
澎湃的赤水河依旧奔流，小镇
依旧车水马龙灯火阑珊。

袁仁国的“罪与罚”，或
已是陈年往事。

贵州茅台2018年度股东大会之际

起底前掌门袁仁国
有人专门为他祭祖批钱修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梁波刁明康 谢凯
贵州仁怀摄影报道

5 月 28 日，一场大雨过
后，赤水河变得异常混浊、汹
涌。

贵州茅台镇，赤水河畔两
岸的人，此时似乎已忘记“万
亿市值邻居”贵州茅台因贪腐
问题引发的高管“地震”。

就在次日，贵州茅台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参
会股东陡然增加到十年之最
的2400余人。

人多了，会场首设两个。
这一系列变动，既表现出公众
对“袁仁国时代”翻篇之后，贵
州茅台何去何从的担忧，也显
示了公众对“去袁仁国化”茅
台新时代的期许。

从进厂普通工人起步，任
职茅台43年，掌舵超过18年
的袁仁国，因涉嫌“大搞权权、
权钱、权色、钱色交易和家族
式腐败”等贪腐行为，近日被
检方依法批捕。

在中国白酒史上，叱咤一
时的袁仁国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他的升迁路上又有
哪些秘密？连日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在贵州仁怀
市，试图打开这一些列问号。

外界对袁仁国的了解，几乎
都是从他上学的仁怀市茅坝镇
和当知青的中枢镇开始。

事实上，袁仁国祖籍和出生
地，在仁怀市后山乡新山村。

这个距仁怀市区54公里、距
茅台镇33公里的乡镇，坐落在大
山之间，世居苗族、布依族、彝族
等族。

袁仁国，在这里几乎人人皆
知。但他的“落马”，并未泛起多
大的涟漪。

“前几天，看新闻才知道被
抓了。”提起袁仁国，与其年龄相
仿的两位村民都给出“不了解”
的答复。

“不了解”，是袁仁国留给村
民们最多的印象。

在邱家坟这个村民小组，与
袁仁国有关系的，只有他爷爷奶
奶的坟，以及他二爸家的瓦房，
还有他出生后被烧毁、现早已变
成玉米地的一块老屋基。

“他一年最多回来两次，正
月初一初二回来一次，清明节回
来一次，都是上坟祭祖。”与他出
生在同一块宅基地的邻居老黄
回忆，袁仁国回村祭祖有时四五
辆车，有时十辆八辆，浩浩荡荡。

拜祭后，袁仁国总会站在老
屋基旁看上几分钟，然后迅速离
开，“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

正是这种“匆忙”，让袁仁国
在乡邻眼中显得“高傲”，“认识
的人，他会打个招呼，不认识的，
他连车窗都不会开。”

一位郭姓村民认为，袁仁国
“很忘本”，“这么多年，没有帮助
过村里的贫困户，连村里捐款保
护一棵古树都没参与，几十块钱
都不捐。大家很生气，有一次他
回来上坟，还堵过他的车。”

老黄说，袁仁国不容易接
近，不仅村民很少能和他搭上
话，就连后山乡政府领导听说他
回来上坟，几次拦着要请他吃
饭，都被他拒绝了。但老黄也认
为，“这是低调，是不愿滥用手中
权力的表现。”

看着袁仁国出生和长大的
村民王大爷说，袁仁国小时候不
仅聪明，会说，也有孝心。“才三
四岁，只比水桶高一点，就和他
哥哥一起帮爷爷挑水。”

袁仁国排行老二，村民都叫
他袁二。王大爷说，那时候就感
觉袁二“将来会有出息”。

“袁二”并没有在后山
乡待多久，到了读书的年
纪，就离开了。

相对于后山乡的其他
村民，袁仁国具有先天优
势。因为他父亲在仁怀县
（当时为县）政府工作，还是
土改干部。

袁仁国父亲一辈，有三
弟兄。到了他这辈，袁仁国
头上有个大哥，下则有个双
胞胎三弟，以及四弟、五弟、
六弟。1973年，袁仁国高
中毕业后，与双胞胎弟弟一
同 到 仁 怀 中 枢 镇 当“ 知
青”。而后，其父托时任茅
台酒厂副厂长邹开良，把袁
仁国介绍进了茅台酒厂工
作，由此开启了袁仁国与茅
台数十年关系史。

关于袁氏家族的情形，
有知情人士如是告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袁仁国一辈有不少子弟都
考上了大学，有人当了教
授，有人则在遵义或仁怀市
政府部门工作。整个家族
10多个兄弟姐妹中，除袁仁
国身处白酒行业外，只有二
爸家幺儿袁仁远从事白酒
生意。

对贵州省纪监委通报
袁仁国“大搞家族式腐败”，
堂弟袁仁远并不认同。5月
27日，记者见到袁仁远时，
他正在中枢镇梅子坳村一
家白酒门市。

袁仁远说，他大学毕业
先是进了政府部门，后嫌收
入太低，辞职办起了酒厂。
在他眼里，堂哥袁仁国是一
个勤奋上进、文学功底很强
的人。

“说他搞权色交易，据
我所知，我就只有一个二
嫂；说他搞家族式腐败，我

们这些兄弟从来没有沾他
一点光。”但说此话时，袁仁
远眼神闪烁。

袁仁远还表示，他从事
白酒生意这么多年来，二哥
袁仁国既没有在销售上帮
他忙，而他也没从袁仁国手
里买过一瓶低价茅台酒，

“他甚至连我有几吨酒，生
意做得如何都不知道。”

袁仁远称，袁仁国与所
有亲人来往都很少。一家
人一年之中也就是祭祖的
时候见一面，喝杯酒。在酒
桌上，袁仁国也没有“官架
子”，“穿着很普通，抽一般
的烟，很低调。”

不过，和堂弟眼中低调
的二哥不同，袁仁国在后山
乡新山村村民眼中，则又有
着另外一个模样。

今年4月，袁家祖坟再
次翻修了一遍，打上了水泥
地面，周围种上了树。有村
民告诉记者，一位同样在政
府部门担任要职的袁家远
房亲戚，批了10万元，以交
通部门建村道名义，“专门
为袁仁国上坟祭祖建了水
泥路和停车场。”记者遂致
电村支书，求证是否有这样
一笔建村道的款项，由哪个
部门拨款？但对方拒接电
话，短信也未回复。

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确
有一条水泥路直通袁仁国
家老屋基，还有一条水泥路
则直通袁仁国奶奶坟墓附
近，路的尽头还建了可供至
少十辆轿车停放的停车场。

对于这条水泥路，袁仁
远表示“不清楚”。对于翻
修祖坟，他挽起有些油污的
白衬衣袖口说，“是我出钱
翻修的，就花了一万多块
钱。”

在茅台官方微信公号
“贵州茅台”上，有一篇发表
于2018年1月29日的关于
袁仁国的题为《他在茅台

“服役”四十三年，从赤水河
畔到香醉世界》的文章。

文章称，从 1975 年到
1983年的8年间，袁仁国一
直身处基层，从制酒开始学
习，在车间里干起糟、运糟、
酒醅入窖等工作，每天搬运
量近5000公斤。

袁仁国真正成为茅台
酒厂管理人员，缘于 1989
年茅台酒厂的国家一级企
业评选。

当时，茅台酒厂参与评
选被拒，袁仁国毛遂自荐

“攻关”。在北京，袁仁国用
3个小时说服评选人员，为
茅台酒厂参加评选争取到
了资格。

1991年，茅台酒厂获评
国家一级企业，35岁的袁仁
国被任命为副厂长。5年之
后，袁仁国升任茅台酒厂
（集团）副总经理。

据公开报道，袁仁国为
茅台做出的第二次贡献，缘
于 1998年全球金融风暴。
时年，茅台陷入“滞销”危
机，两个季度过去，销量加
起来不足700吨。

袁仁国紧急出任总经
理，组建了一支包括他在内

的18人营销“敢死队”。与
此同时，袁仁国甚至在家为
经销商做饭，并拿出陈酿茅
台，求助经销商共渡难关。

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
完成2000吨销售任务，袁
仁国也在全国建立起了庞
大的销售网络。

2000年，贵州省轻工业
厅副厅长乔洪“空降”茅台
公司担任总经理。

到任后，乔洪继续开拓
市场，大规模铺设专卖店，
并为机关、团体订制专用
酒。6年后，茅台销售额达
到62亿元，是其到任时销售
额9.8亿元的7倍有余。

乔洪得到集团上下认
可，成为袁仁国争夺茅台集
团董事长的“头号”竞争对
手。

出人意料的是，一年之
后，乔洪被举报而沦为阶下
囚。媒体报道称，绊倒乔洪
的 是 一 桩“ 世 界 杯 足 球
案”。2002年，乔洪组织公
司中高层及优秀经销商赴
韩观战世界杯足球赛，其间
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折
合人民币1442万余元。

2010年，遵义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乔洪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

一年之后，袁仁国就任
茅台集团董事长。

“高傲”的董事长
有说低调有说“忘本”

a
后山“袁二”

堂弟说“从没沾过光”
有人却为他祭祖修路

B
家族式腐败

前任受贿被判死缓
袁仁国也因贪腐被抓

C
掌门人之争

贵州茅台2018年度股东大会现场标语牌。

袁仁国老家。

贵州茅台股东大会签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