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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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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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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梦
成了自己曾羡慕的人

2002年，还在读初中的张雄，因一
伙社会青年到学校寻衅滋事，让他近
距离见识了人民警察的威力。“当时城
关派出所民警到学校处警，寻衅滋事
的社会青年见民警赶到，立马落荒而
逃。”在张雄的回忆里，人民警察不仅
是威严的，更是神圣的，“我以后也要
当警察！”

初中毕业，张雄毫不犹豫地报考
了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不久，理
想的光亮照进了现实——他被成功录
取。警察梦，离他越来越近。在学校
学习治安管理专业时，张雄特别努力，
夯实了从警基础。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他最终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成了自己曾羡慕过的人”。
“很幸运，我实习的派出所，正好

有当年到我初中就读学校处警的一位
民警，叫张强，后来成了带我入门的师
傅。”回忆起当年的青葱岁月，张雄嘴
角带着笑意。刻苦学习的张雄，没有
让“师傅”失望，入职后的2008年，他和
同事一起，仅用两天时间，便成功侦破
一起持刀抢劫案。

筑梦
用11年变成“老刑警”

从警11年，张雄始终战斗在第一

线，侦办了大量有影响、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重大案件。

2015年12月，受害人李某某遭遇
电信诈骗。接警后，张雄立即与同事
展开侦查，经验丰富的张雄牵头主办
该案。做了大量侦查工作后，他发现
这个作案团伙从2014年以来累计作案
上百起，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受
害者遍布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的近
20个城市。

对案情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后，张
雄决定将这个跨省作案的电信诈骗团
伙一网打尽。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
一年的侦查，该案终于收网——2016
年底，这个团伙被一举歼灭，以谢某为
首的6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至此，这
起由四川省公安厅督办的系列电信诈
骗案告破。

像这样的案件，由张雄主办或参

与侦办的还有很多。“我已经当上了警
察，还必须当一个好警察。”张雄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11年的历练，让他
逐渐变成了一位专业技术过硬、案侦
手法老练的“老刑警”。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2016年至2018年，张雄荣立个人
三等功两次。

追梦
把派出所带成“刑警队”

2019年5月，张雄积极响应省公安
厅“万名机关民警下基层”号召，从大
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进入竹阳西区派
出所工作，开启了他新的“追梦”之旅。

“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张雄认
为，防范于未然，比案发后侦破案件更
重要。为此，在“六边六进”活动进社
区工作中，张雄发现辖区部分路段处

于监控盲区，立即向大竹县公安局有
关部门汇报，建议新安装监控设施。
目前，相关路段的监控布点工作已经
完成，下一步即将按计划安装。

“我有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很多
办案技巧和心得，可以帮助基层警务
人员更好地开展案件侦查工作。”张雄
到派出所值班的第一天，就以一起入
室盗窃案件为“教学实例”，把一些非
常实用的技巧传给了派出所同事。最
终，大家仅用7天时间，便将潜逃至广
东佛山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尝到甜头后，派出所的同事经常
找张雄“讨教”，而他总是毫不保留地

“传道授业解惑”。5月至6月，竹阳西
区派出所“战果”颇丰，有同行这样评
价：“这个派出所都变成刑警队了”。
快速、精准的打击，对不法分子形成了
震慑，派出所的民警、辅警对此深有体
会：“进入7月后，重大案件的发案率降
低了不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

金堂县集中研判
巡察问题线索

华西都市报讯（徐红军 记者 赖
芳杰）“柿子村监事会议定每月给村干
部发电话补助，不作为问题线索移交，
巡察组出于什么考虑？”“主要是考虑
到该问题涉及金额较少，持续时间较
短，影响面不大。”近日，金堂县纪委监
委会议室里，一场研判会正热烈举行。

金堂县探索建立巡察问题线索集
中研判机制，每次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召开前，县纪委主要领导都
要召集县纪委监委、县委巡察办相关
人员，分组对拟作为移送重要问题线
索进行集中研判。“每一次研判，都有
不同的收获。”县委巡察组组长邓荣
说，“柿子村的问题虽然看起来不大，
但涉嫌违规滥发津贴补贴，似小实大，
移送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毫无疑义。”

此外，该县还注重加强巡中问题
研判，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县委巡察组
对巡察期间发现的问题重大、把握不
准的线索，及时向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相关领导报告，就是否向前多探
一步、深查一层，纪委监委是否提前介
入等，提请进行把关定向。

“对巡察问题线索进行集中研判，
既有效防止了线索移送中的小题大
做，又有效杜绝了问题线索的流失，使
巡察与纪检监察之间的衔接更加畅
通，巡察移送线索更加精准，含金量更
高，达到了1+1>2的效果。”县委巡察
办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2017年以来，该县巡察已
移送问题线索107个，立案67件，成
案率62.6%。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2
人，移送司法12人，组织处理44人。

成都高温蓝色预警“续杯”

至少还要热3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继8

月10日发布首个高温蓝色预警后，
14日一早，成都市气象台再次宣布：
高温预警“续杯”，还得热三天。悄
悄告诉大家，三天只是“保底”而已。

今年的高温不多，从全省范围看，
也就7月26日-28日以及这一次。在

“立秋”节气第三天，四川的高温拉开
帷幕，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达到
35℃-37℃，盆地东部还要热上一两
摄氏度。最热的是泸州古蔺，热到了
39℃。8月10日，成都发布了今年首
个高温蓝色预警。12日，成都最高气
温达到了36.1℃。

14日上午8点，成都市气象台继
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受青藏高压控
制，预计从14日开始的未来三天，成
都大部地方将连续出现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的高温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全省会持续
晴热少雨天气。18-19日，盆地西部
沿山地区会出现阵性降雨。20日之
后，副热带高压将会接青藏高压的班，
开始控制四川盆地。由于带着海洋的
暖湿气流，它会让人觉得闷热难耐。

所以说，烧烤完，还有蒸煮。大家
按捺住盼望清凉的心，安心打好这场
高温拉锯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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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
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
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
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32岁“老刑警”张雄

11年历练案侦手法老练
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

短短1个月时间，一个不起眼的派
出所，除了主办并侦破省公安厅督办的
入室盗窃案件外，还侦破了贩毒案件一
件、车内财物被盗案件一件、摩托车盗窃
案件一件，抓获在逃人员两名（含历年逃
犯一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张雄这名
“老刑警”分不开。

张雄今年32岁，之所以被人称为
“老刑警”，是因为他的专业技术过硬，案
侦手法老练。近日，在达州市大竹县竹
阳西区派出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见到了张雄。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8月14
日，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了今年1-7月全省
煤矿安全形势。在此期间，全省累计发生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18起，死亡23人。令
人揪心的是，我省事故起数位居全国第一
位，死亡人数居全国第三位。据悉，这期间，
全国煤矿发生亡人生产安全事故100起，我
省事故起数占全国总起数18%；死亡172
人，死亡人数占全国总死亡人数13.4%。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7月12日
至28日，短短半个月左右时间，全省接连
发生了6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8人，这
是近5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相关

负责人说，我省煤矿数量多、灾害重、规模
小、基础差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煤矿事
故易发多发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煤
矿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顶板事故死亡人数
占全省六成以上

从事故类型看，发生顶板事故11起，
死亡12人，同比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
减少3人，下降20.0%；分别占全省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61.1%、52.2%。

发生瓦斯事故4起，死亡8人，同比
增加4起 8人（去年同期未发生瓦斯事

故）；分别占全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22.2%、34.8%。其中，较大事故2起6人，
同比增加2起6人（去年同期未发生瓦斯
较大事故）。

发生运输事故3起，死亡3人，同比
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减少1人，下降
25.0%；分别占全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16.7%、13.0%。

乡镇煤矿死亡15人
占全省死亡人数72.2%

国有重点煤矿发生事故5起，死亡8
人，同比事故起数减少2起，下降28.6%，

死亡人数持平；分别占全省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27.8%、34.8%。其中，发生较大事
故1起，死亡3人，同比增加1起3人（去
年同期未发生较大事故）。

地方国有煤矿未发生事故。乡镇煤
矿发生事故13起，死亡15人，同比减少1
起2人，分别下降7.1%、11.8%；分别占全
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72.2%、65.2%。其
中，发生较大事故1起，死亡3人，同比增
加 1 起 3 人（去年同期未发生较大事
故）。其中，9万吨/年矿井发生事故4起，
死亡6人，分别占全省煤矿事故总量的
22.2%和26.1%。

1- 7月事故起数全国最多
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老刑警”张雄。

（紧接 01 版）昨日竟然还发生了
暴徒非法拘禁、肆意围殴一名旅客及
一名记者、暴力抗拒警察执法、围殴警
察、阻拦警车、救护车的极端暴行。这
些泯灭人性、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极
端暴行，不是暴力犯罪是什么？在铁
的事实面前，美有关政客居然反咬一
口，要求“禁止警察使用暴力”，你们还
有起码的良知和是非吗？如果你们这
样助纣为虐还不算是暴力犯罪分子背
后的黑手，那么谁是？

发言人指出，面对这些突破法律、
道德、人性底线的严重暴力犯罪，美政
客为一己政治私利，肆无忌惮地充当
极端暴力分子的保护伞和代言人，昧
着良心诋毁诬陷在空前压力下仍在克
制、专业执法的香港警队，包括700万
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声谴责！

发言人强调，乾坤朗朗，天理昭
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反中乱港”
势力切莫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安
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意志和
能力。霸权主义者在别人的土地上恣
意妄为必将付出沉痛代价！任何违法
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