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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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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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柴油发电机组业绩
（其中至少1个业绩的柴油发动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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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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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2

楼B区集团总经办持单位介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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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 17 时，地点为成都市锦
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
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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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女士
电 话：028-8696819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10月8日

西部文化产业中心柴油发电机组
采购及安装（第二次）招标公告

10月 9日 8：00—13：00 成
都市龙泉驿区四川金时印务有限
公司、四川中物泰格科技有限公
司、粉房堰村商品房施工、百悦城
T7商业、百悦城T5非生活、百悦
城 T6 非生活、百悦城 T3 生活 4
台、成都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成都恒基隆置业有限公司、大
面街办秋昂阳屿、锦江区环卫清运
中心、安顺停车场、锦江区圣蛇类
养殖厂、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施
工、成龙收费站办公综合楼、佳和
塑料厂、恒联物业银河花园一期、
成都银河国际汽摩商城有限公司、
西博园

10月11日7：00—18：00 成
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泉水凼社区
泉水五组低压用户

10月11日9：00—19：30 成
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健康村、中物
红宇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超维佰恩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都世润汽
车零部件，成都世润汽车零部件施
工用电、简华堰邻里中心、成都昊
浩投资有限公司、联通基站、
500KV桃乡站用变

10月12日7：00—14日19：
3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健康
村、中物红宇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超维佰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

都世润汽车零部件，成都世润汽车
零部件施工用电、简华堰邻里中
心、成都昊浩投资有限公司、联通
基站，500KV桃乡站用变

温馨提示：

1、最 新 停 送 电 信 息 请 查 询
“95598 网站”、拨打“95598 热线”，
或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做好关闭户内电源
总开关，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
内电器受损或电脑数据丢失。

3、有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
电期间水温、水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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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讲解员陈芙蓉，我将
为您介绍四川经济建设成就。”国庆假
期最后一天，在西博城“壮丽七十年 阔
步新时代”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展厅中，陈
芙蓉向一批又一批观众进行认真讲
解。这几天，作为讲解员的她接待了

成百上千的观众，也听到了很多关于
四川70年发展的故事。

陈芙蓉是四川文博系统的一名讲
解员，国庆期间抽调到此次成就展做
讲解。展览分为不同区域，陈芙蓉主
要负责四川经济建设成就板块。观众
在展板面前驻足观看，专注而深情，这

让陈芙蓉很有感触，“新中国70华诞，
我很荣幸能向大家讲述四川的发展变
化，也遇到很多人激动地告诉我说亲历
三线建设等往事。”陈芙蓉坦言，在历史
亲历者面前，其实自己也是“倾听者”。

陈芙蓉说，因自身是四川人的缘
故，在讲述的过程中总是情不自禁地

升腾起骄傲和自豪。上了年纪的观者
对70年的变化感触尤深，在自己讲解
后，他们也总会向她饱含深情地说起
自己经历或参与的故事。“看嘛，这个
就是东方锅炉厂，我们原来住到那边，
真的是亲眼看到身边这些变化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千米岷江渡，满目天地舒。
10月8日，眉山市彭山区举行岷江

尖子山航电项目暨2019年第四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其中尖子山航电
备受关注。据介绍，尖子山航电预计
2022年建成投用后，岷江彭山段水域
将整体抬高11米，湖面宽度达到960
米，形成成都三绕范围内最大的湖泊：8
平方公里，近两个西湖那么大。

这也意味着，离成都人从九眼桥坐
船直接通江达海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2022年建成
可通行500吨船舶

当天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包括1
个岷江尖子山航电项目交通工程，彭山
毛河景观工程等4个基础设施项目，伍
德精华合成香料等4个产业类项目和1
个安置区建设项目，总投资78.4亿元。

其中，尖子山航电项目是四川省规
划的岷江干流航运枢纽之一，枢纽坝址
位于彭山区与东城区岷江河道交界处
的彭山境内，工程以航运为主，发电为
辅，兼顾其他功能进行综台开发建设。

整个眉山—乐山段规划了六级电
站，从上至下依次为：尖子山、汤坝、张
坎、虎渡溪、汉阳、板桥航电枢纽，尖子山
是第一级，以航运为主，发电为辅，总投
资16.89亿元，预计2022年建成投用。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眉山至成都
到上海的‘黄金水道’，可通行500吨船
舶，满足成都平原众多商品（包括重型
物资装备）通江达海运输需要。促进彭
山进一步融入成都、对接沿海，实现区
位优势和区域价值飞跃式提升。”彭山
区委书记罗万东说，建成后的尖子山航
电将形成8平方公里的美丽平湖，近两
个西湖那么大，坝顶公路作为彭山区又
一跨岷江通道，将形成两条跨江环线，

连接与彭祖山风景区和江口沉银博物
馆，提升彭山城市品质，成为旅游度假
区夜间经济带建设的绝佳资源。

九眼桥乘船
南下江口“寻宝”

夜游锦江项目，成为了人们感受成
都夜景魅力的新方式。今后，有没有可
能，乘着船沿锦江通江达海？

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工程建
设指挥部指挥长张川表示，尖子山航电

的开建，离成都人在九眼桥登船直接通
江达海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目前成都正在进行锦江靓化工程，
下一步可逐渐延伸到黄龙溪，再到彭山
的岷江，其中九眼桥到彭山是旅游航道，
以旅游为主，彭山到乐山是航运通道，可
通行500吨船舶，以后大件货物可从彭山
区上船，改走水路。”张川说，届时，成都到
彭山的旅游航道通航后，成都市民从九眼
桥登船，夜游锦江后，一路乘船南下，黄龙
溪听川戏，彭山看沉银博物馆，眉山吃东
坡肘子，夜宿青神中岩寺，重游苏东坡初

恋地，拜乐山大佛，再通江达海。
更让张川等人期待的是，成都至眉

山整体通航后，自成都而下，岷江沿岸
的工业、农业、旅游资源将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和活力，新的商业带将沿江星罗
棋布，犹如繁星点点。届时，彭山拥江
发展，将岷江作为“最长的街道”，与彭
祖山片区相互支撑，建成集商业贸易旅
游于一身的水城，再加上自身厚重的历
史文化沉淀，无疑是一座形神俱备的

‘东方威尼斯’。” 徐莉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

走进四川70年成就展3号馆，“成
渝城市群中的新内江”十个字便撞入
大家的视野，再往前看，电视屏幕上播
放的一个个场景展示了70年来内江的
发展历程和取得成效，更加清晰展示
未来内江发展方向。

内江馆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建建设六个方面，通过一张张图片、
一个个陈列着的实物以及一个个情景
再现的画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
来的内江故事，让大家看到了内江人
民衣食住行发生的巨大变化，浓缩了
内江70年成就。

得知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开展，定居成

都的内江市中区人张大顺特意前来寻
找内江展馆，一睹家乡变化。

人口、城区面积、城乡居民收入等
一组组“数”出内江70年沧海巨变的数
据；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
代，一件件大事串联起内江发展的重
要时刻都通过实物、图片、短片的方式
进入了张大顺的眼中。

看着家乡的变化，张大顺感叹道：
“我离开内江已经20年了，内江的变化
挺大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家乡真实的
写照，每一次回去都有新的惊喜，我们
家乡甜城真的太美了。”之后，他又用
手机拍下内江馆的一幕幕，准备分享
给家人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昔兴琪 摄影王斌

在四川70年成就展上，绿色遂宁
格外显眼，引人关注。绿色环绕的遂
宁展馆，由旧貌新颜沧桑巨变、砥砺奋
进跨越发展、脱贫攻坚民生福祉三个
篇章组成，以数字、图表、光影等形式，
讲述遂宁故事，呈现遂宁经验，形象生
动的展现辉煌成就。

曾经的一湖臭水变成美丽的观音
湖，昔日的河堤荒滩变为湿地公园……
10月7日，在“旧貌新颜 沧桑巨变”板
块，遂宁高品位呈现的城市生态，带来
了宜居适度的城市生活空间，催生出
集约高效的业态布局。据悉，2015年，
遂宁在全省率先启动海绵城市试点建
设，在25.8平方公里的试点区域为城
市铺上“海绵”，并通过梳理地下管网，
畅通城市“血脉”。

作为川中城市，近年来，遂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联动成渝、拓展
东南，大力实施产业、企业、收入“三大倍
增计划”，积极构建“一核三
片、四区协同”发展新格局，
2018年GDP完成1221亿
元，是1985年的103倍，实
现跨入全省“千亿俱乐部”
的转变；产业体系大变化，

“遂宁锂电”异军突起，电子
信息产业从无到有，实现从

“居中不通”到“交通枢纽”
的转变；城乡环境大变化，
绿色已经成为了遂宁最
厚重的底色、最鲜明的特
质和最持久的优势，实现

从“川中斗城”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
转变；改革开放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
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实现从“内陆盆
地”到“开放前沿”的转变。

70年间，遂宁工业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从传统的纺织、食品、化工转型
升级为以锂电及新材料、电子信息、机
械装备制造、油盐气化工、食品饮料为
支柱的新兴产业体系。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区等现代化产业园区
构筑起创新发展大平台。从无到有发
展电子产业，成为四川省首批电子信
息产业配套基地之一，以建设知名特
色康养和休闲度假旅游基地为目标，
促进旅游、文化、农业、康养等产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以“养心”文化为特色
的城市魅力日益凸显。2018年，遂宁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9%，旅游总收
入居全省第七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未来九眼桥乘船可南下江口寻宝

■“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特别报道

四川70年成就展讲解员：

听到很多观众深情述说自己的建设亲历

内江馆 成渝城市群中的新内江
动静串联出70年巨变 遂宁馆 三大篇章讲述发展历史

绿色主题展示城市巨变

巴中馆
探索绿色发展新路
风帆正劲踏浪前行

走进四川70年成就展巴中馆，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艘舷号为056的

“巴中舰”，舰艏高昂，在喜庆画面衬
托下的“舰体”劈波斩浪，简洁明快、
庄重大气的巴中馆亮相以来，赢得众
多参观者点赞。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巴中，与大海
的距离曾十分遥远。如今，不仅高速
公路四通八达，还实现了“下海”、上
天——“巴中舰”将下海服役、巴中机
场于今年初通航，山与海的时空距
离，被缩短为两个多小时。巴中馆高
度浓缩了70年来，一代代巴中儿女用
智慧和汗水浇筑的一个又一个伟业：

“八七扶贫”期间，创造了享誉全国的
“巴中经验”；新世纪头十年，有效解
决了“四难”问题；近年来，努力打开
山门、打开心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脱贫攻坚、交通建设、县域经
济、特色农业、全域旅游、城乡提升均
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预示着，新时
代的新巴中风帆正劲踏浪前行。

近年来，巴中市紧紧围绕省委战
略部署，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绿色
崛起为路径，加快建设川陕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示范区，统筹推进“六大突
破”和“六个推进”，探索走出秦巴山
区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新路子，巴中城
乡焕发出蓬勃生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尖子山航电效果图。

四川70年成就展内江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