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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1．招标条件与项目概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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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号文、锦发改备
案（企）【2018】1号文批准建设，招
标人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建设资
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西部文化产业中心为新建
建筑，地下4层、地面38层，建筑高
度172.2m。建设地点为成都市锦
江区华兴东街16号。现对该项目
的擦窗机采购及安装进行公开招
标。

2．招标范围
2.1 招标范围：西部文化产业中

心擦窗机采购及安装。
2.2 计划工期：120 个日历天

(含生产、安装、验收)。
2.3 标段划分：1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
3.1.1若为擦窗机制造商投标：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高
处作业吊篮系列擦窗机生产资质；
（3）具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起重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4）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若为代理商投标：（1）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制造商提供
的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代理证书；（3）
具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及以上资质或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4）具有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业绩要求：自2016年以来
完成并验收合格的至少2个提升高
度120米及以上的擦窗机供货及安
装业绩；

3.3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机电
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 8 月 15 日至2019年 8 月
21 日(法定节假日、公休日除外)，每
日 9 时至 12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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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复印件（上述材料加盖投

标人鲜章）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9年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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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

四川在线（www.scol.com.cn）、四
川日报招标比选网（www.sczbbx.
com）上发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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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8月14日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擦窗机采购及安装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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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号文、锦发
改备案（企）【2018】1号文批准建
设，项目业主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建设资金来自业主自筹，项目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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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该项目的柴油发电机组采购及安
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西部文化产业中

心柴油发电机组采购及安装
（2）建设地点：成都市锦江区华

兴东街16号
（3）建设规模：该项目为地下4

层、地面38层，建筑高度172m的超
高层建筑。本次招标采购及安装主
用功率P≥1000KW的柴油发电机
组整机一台。

（4）招标范围：西部文化产业中
心柴油发电机组采购及安装，柴油
发电机机房环保措施设计、施工，并
经验收合格。

（5）本项目生产、安装周期：
200 个日历天。

（6）标段划分：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若为代理商投标还
须具有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
权代理证明）；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及以上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
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自2016年以来验收合
格至少2个项目类似柴油发电机组
业绩（类似业绩中的供货及安装的
柴油发电机组品牌与本次投标品牌
相同）；2016年以来（或成立至今）
无亏损；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
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
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年 8月 15 日至 2019年 8月
21 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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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活动中心一

楼106房间）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
照复印件（上述资料加盖投标人鲜
章）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9年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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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活
动中心一楼106房间）。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

四川在线（www.scol.com.cn）、四
川日报招标比选网（www.sczbbx.
com）上发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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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8月14日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柴油发电机组采购及安装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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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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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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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6时）
AQI指数 74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巴中、南充、攀枝
花、广安、资阳、达州、遂宁、内江
良：德阳、绵阳、乐山、泸州、西昌、雅安
轻度污染：眉山、宜宾、自贡

今日
限行 3 8
明日限行 4 9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13日开奖结果

8月18日，原创亲子魔术剧《谁动了我的
魔棒》将在成都东郊记忆·荷苗小剧场演出；

8月23日至24日，孟京辉城市浸没剧《成
都偷心》将在成都域上和美先锋剧场演出；

8月31日，饶晓志严肃绅士喜剧《你好，疯
子！》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9月21日，舞剧《杜甫》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9月22日，“权力的游戏”意大利当红治

愈系钢琴家康斯坦丁诺·卡拉拉电影音乐流
行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9月22日，《Anne的侏罗纪公园》大型
实景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将在成都大喜
时代剧场演出；

9月29日至30日，金士杰主演作品兰陵40
话剧《演员实验教室》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7星彩第19094期全国销售11158248
元。开奖号码：4085635，一等奖0注；二等
奖3注，单注奖金102628元；三等奖134注，
单注奖金1800元。33748835.67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18期全国销售15725876
元。开奖号码：649。直选全国中奖3479（四
川21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11789（四川966）注，单注奖金173元。
16361032.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18期全国销售10423548
元。开奖号码：64925。一等奖26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94750752.82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12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岁月悠悠，风雨兼程，新中国
昂首阔步地迈进了2019年，迎来
了她的70华诞。时代日新月异，
祖国在时代巨变中换了新颜，但峥
嵘岁月里的那段记忆不会忘记。

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旧粮
票、火车票、搪瓷缸、“大哥大”……
这些物品似乎早已淡出我们的生
活，但却在时光流转中沉淀出了更
深的烙印——时代滚滚向前，它们
就是成就和巨变的见证。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四川省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为丰
富展览内容、提升展览效果，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博物院将
联合承办大型成就展实物征集活
动，面向社会征集70年社会发展
过程中发生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重
要人物、生产和生活变迁相关的各
种代表性历史见证物与资料。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有
相关物件和捐赠意愿，均可在封面
新 闻 APP 戳 链 接 http：//h5.
thepage.cn/70dxcjz/upload.
html上传物件照片，投稿作品通过
审核后将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从小物品看大时代从小物品看大时代
70年成就展

面向社会征集物品

乘着时代的风帆，我们来到了
互联网+时代，在体验着移动支付
赋予生活的极大便利时，曾经使用
过的旧粮票并没有被忘记；乘坐时
速高达300公里的动车，但绿皮车
缓缓驶离站台的那份期待与新奇
并没有被忘记。你可还保留着这
些印记？

“比如第一张地铁票，某个工
厂生产出来的第一个产品……这
些都是某个行业内极具代表性的
物品。”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主任
胡蔚说，此次举办70周年成就展
就是为了集中体现过去70年祖国
的巨变，市民们如果保留着各个
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可以提供
参展。她提到，目前已经收到了
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展示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金牛宾馆开会
的场景。

7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生产
工具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前农
民用的农具、背篼，这些基本都不
会再用了，但是现在看看，还是有
很鲜明的时代特征。”胡蔚提到，正
是因为想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更多
具有代表性和价值的物品，主办方
将征集物品的类别设置得较为全
面，“希望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立体

的70年。”
有相关物品和捐赠意向的市

民，可通过封面新闻APP上传老物
件的图片，投稿作品要求为JPG格
式，不低于2500像素，清晰度不低
于 300dpi。所有投稿作品需要
100—300字的文字说明，诠释该
幅或该组作品的拍摄者、拍摄年
代、拍摄地点及背后故事。作品通
过审核后将由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沟通。

直观记录变革直观记录变革
来成就展

看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举办成就展就是用实物说
话，当你拿出原来的生活物品与现
在的做对比，那种冲击力更直观，
感受更生动。”提及成就展举办的
意义，胡蔚坦言，这是用更直接的
方式来认识过去、记录改变，“惊心
动魄的文字或许不如一个实实在
在的物品来得直接。”

而对于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
的人来说，那些记录时代巨变的载
体也曾是他们共同的成长印记和
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我相信市民
来到70周年成就展现场，会更有
自豪感和荣誉感。”胡蔚说。

据了解，本次征集采用无偿提
供参展和无偿捐赠的方式。其中，
无偿提供参展的初选入围物品，无
论是否参展，均在展览结束后一月
内退还提供者；经专家甄别具有一
定价值的，物主自愿捐赠的，由四
川博物院颁发荣誉证书。所有入
选参展物品，展览主办方将颁发参
展证书。

除了在封面新闻APP上传照
片完成捐赠外，市民也可通过邮箱
和电话投稿。对于投稿的老照片
和老物件，主办方拥有公益性宣传
使用权。符合要求的作品将有机
会出现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
宣传报道中。主办方将向入选展
品的投稿人发放参展证书并邀请
参观展览。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造一座时
光机，沿着生活的痕迹，去看看那
些伟大成就的诞生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面向社会征集展品

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老物件你有吗？

旧粮票。图据人民日报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物证。

反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
明以及军事、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宗教
等方面发展的重要物证。

反映四川地区与港、澳、台关系及海
外侨胞创业发展的重要物证。

反映四川地区对外交流、中外民间友
好往来的重要物证。

反映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等发展、演
进的重要物证。

具体包括：
珍稀地图、报刊、书籍等正式出版物

类；
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文件汇编、资

料汇编、领导讲话、规章制度、规划方案、
科研报告等；

重大会议的讨论稿、论文集等；
设计图纸、通知文书、信函、手稿、科

研笔记、传单等档案资料；
著名人士的著述、史料、家谱、族谱

等；
重大社会事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关

键人物的相关物品；重要烈士及英雄模范人
物的有关物品；各行各业有突出贡献及有重
大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包括外籍专家、技
术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的相关物品。

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书信、笔
记、日记等。

照片、胶片、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
音像制品类；

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币、邮票、印花、

税票、门票、车船票、机票、汇款单、工资条、
债券、发票、储蓄存单、存折、支票、彩票、物
资供应券、折扣券、人民币兑换券、股票代
码卡、股票认购证、股票抽签表、股票、粮
票、布票、肉票、糖票、煤油票等；

重要事件相关的代表证、出席证、证
件、证书、印信、勋章、徽章、奖状、喜报、奖
章、图章等证章类；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政党、
群众团体等使用过的关防、公章、印信等；

国旗、军旗、奖旗、舰旗、队旗、锦旗、
贺幛等旗帜类；

牌匾、门牌、路牌以及其他标识物等；
首台（套、批、件）或具有典型代表性

的科研仪器设备、工农业生产设备、工程
机械装备、航天航空设备、交通运输装备；
首台（套、批、件）工业产品、通讯器材、医疗
器材、医药制品以及器具等；

珍稀兵器、弹药、军衔等具有纪念意
义的军事用品；

照会、界碑、国际礼品等外交见证类；
各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散文、诗

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绘画、书法、雕
塑、工艺品等美术作品；

具有代表性的服装服饰、家具、寝具、
卡片（银行卡、电话卡、交通卡等）、零食、玩
具、厨具、餐具、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
汽车等）、家用电器、通讯工具（手机、BB
机、电话机等）、电子数码产品（VCD、DVD、
EVD播放器等相关产品）、文体娱乐用品用
具、美容保健用品用具等。

具有重要价值的化石、标本等等。

1、邮箱：sccjz70@163.com（投稿
邮件请标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
展投稿”，邮件正文附投稿人信息与联
系方式）

2、电话：工 作 日 公 开 电 话 ：
028-65569915（李老师）、65521513（张
老师）

3、地址：成都市浣花南路251号

（一）实物
1、实物报送时，须将实物提前拍

成电子照片JPG格式，并附100—300
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年代、用途、背后的
故事等，并注明收藏者的姓名、联系电
话）发送至投稿邮箱，工作人员会在初
步筛选后联系投件人。

2、实物采取自愿参展或捐赠形
式。参展实物，物主同意捐赠的，由四
川博物院与物主协商无偿捐赠事宜并
颁发荣誉证书，需退回的请在提交时特
别声明。如未声明，视为无偿捐赠。

（二）图片及影像资料
1、图片及影像资料著作权明晰，

杜绝侵权图片，送展图片若存在侵犯他
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瑕疵，由照
片提供者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2、图片及影像资料以原件为宜，原
件需退回的请注明，若提供扫描或翻拍
件，请用JPG格式，不低于2500像素，清
晰度不低于300dpi。

3、所有提交图片及影像资料需要
100—3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包括拍摄
者、拍摄年代、拍摄地点及背后故事。

报选方式

联系方式

过去常见的搪瓷缸。图据新华网
1994年在广州街头拍摄的用“大哥大”

打电话的商人。 图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