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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在经过100多天的紧张拍摄后，“四川造”工
业史诗剧《大三线》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在成都的取景地拍

摄完最后一组镜头后，全体演职人员在拍摄现场举行了杀青仪式。
接下来，该剧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计划明年在央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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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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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38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雅安、康定、绵阳、攀枝花、广
元、资阳、内江、西昌、巴中、遂宁、泸州、乐
山、眉山、宜宾、南充、达州、广安、自贡
良：德阳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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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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连台

10月16日晚，第25届“蓉城之秋”赵季平
作品专场音乐会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

10月18日至20日，开心麻花都市温暖
舞台剧《宽窄人家》将在成都东郊记忆演艺
中心演出；

10月19日，“乐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
2019-2020音乐季秋天的盛典将在成都
ICON云端天府音乐厅举行；

10月25日至27日，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
剧《恋爱吧！人类》将在成都开心麻花·环球
汇剧场演出；

10月31日至11月2日，韩雪、刘令飞领衔
主演音乐剧《白夜行》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11月5日至6日，陈佩斯、杨立新主演喜
剧《戏台》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11月21日至22日，百老汇原版音乐剧
《芝加哥》Chicago成都站将在四川大剧院
演出。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1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19116 期 全 国 销 售
16722876元。开奖号码：3058803，一等
奖0注；二等奖10注，单注奖金42922元；
三 等 奖 210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42669841.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70期全国销售17959116
元。开奖号码：601。直选全国中奖2905（四
川22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 6157（四川 354）注，单注奖金 173 元。
19342826.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70 期 全 国 销 售
12209550元。开奖号码：60188。一等奖
22注，单注奖金10万元。351274183.3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月
1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脱贫攻坚
六大展览聚焦非遗力量

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
年，非遗节开幕的10月17日恰逢
扶贫日，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本届非遗节首次推出
非遗传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主题展。该展览面积约5000平
方米，是本届非遗节规模最大的展
览，设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非遗
专题展、四川省乡村振兴成果展、
发展天府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实践展三个子展览，将展现联合
国、全国各地非遗助力脱贫攻坚的
多种路径，呈现四川“非遗+扶贫”

“非遗+乡村振兴”的非遗新场景。
除此之外，本届非遗节还将举

办国际传统手工艺展、非遗创意设
计作品授权展、“美食之都”乡村美
食节、非遗动漫沉浸体验展、百年
匠心非遗多彩——经典车第一印
记展，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通
过不同的形态和呈现方式，向世界
展现非遗创新赋能的路径。

国际范儿
中西方手工艺人深度合作

本届非遗节还邀请到来自俄
罗斯、墨西哥、阿根廷等20个国
家，以及浙江、福建、云南等地44

第七届成都非遗节17日开幕
1100余个非遗项目精彩纷呈

10月11日，坐落于成都天府广
场旁的四川大剧院隆重开幕。

当天上午举行的“畅想未来·文旅融合
新时代下的演艺产业创新实践”高峰论
坛上，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以《喜剧
本土化的实践与发展》为题分享了创作
观点，主讲现场字字幽默、犀利，引发参
会人员掌声不断。

名家名人见证大剧院开幕
作为四川文化和旅游合并以来

向公众开放的首个大型文旅地标，四
川大剧院承载着推进四川文化和旅游
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使命。10
月11日，国内各省级大剧院负责人、各
演艺联盟院线负责人、知名文化艺术
专家学者近200人出席活动，共同见
证四川大剧院正式开幕。

上午的“畅想未来·文旅融合新时
代下的演艺产业创新实践”高峰论坛
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主席朱克宁在
致辞时表示：“一个大剧院应该具有人
文素质的养成功能，剧场的演出应该
有别于一般文化娱乐活动，不仅是文
化消费，更应该是文化素质和艺术素
养的养成基地。同时，剧场也应具有
城市文化的放大功能，除了现场演出，

还开展艺术教育、艺术培训，开展公益
性活动，共建城市精神文明。”

论坛现场，宣布了四川大剧院艺
术顾问名单，共有14位，包括著名作
家阿来、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中
国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北京舞蹈
学院校长郭磊、文化学者胡继先、著
名作曲家林戈尔、著名川剧变脸艺术
家彭登怀、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
宋官林、“巴蜀鬼才”魏明伦、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著名舞蹈艺术家
杨丽萍、著名编导张继钢、舞蹈编导

周莉亚、青年舞蹈艺术家朱洁静。

观众可参观剧院内部空间
随后的主论坛上，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管理系主任马述智，中演演出院
线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张
利，中国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中
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编导周莉亚，
中国原创舞台剧创制领军人曹晓宁，
分别以《文旅融合下的剧院经营策
略》《浅谈剧院经营管理》《喜剧本土
化的实践与发展》《当代舞剧创作的

选题与角度》《从百老汇到迪士尼》为
题，畅谈他们对剧院发展、艺术创作
的观点和看法。

在论坛现场，省演出展览公司总
经理刘传与四川京邑文化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周晓峰进行了话剧
《云中记》共同出品签约仪式。不久
的将来，观众将在话剧舞台看到著名
作家阿来的又一部力作。

高峰论坛之后，陈佩斯喜剧作品
展演单元见面会、“聚愿同行 共享精
彩”四川大剧院开幕活动以及开幕大
戏《图兰朵》陆续上演。同时，观众还
可以通过“走进四川大剧院”参观活
动、“时空剧现1987-2019”四川大
剧院开幕展等活动，进入大剧院内部
空间，在解说员的引导下进行全方位
参观，了解这座新开放的大剧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

电视剧《大三线》由攀枝花市
委、市政府，四川广播电视台，峨眉
电影集团公司，成都天音奇林影
视联合出品，著名剧作家革非担
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王文杰担
任导演，林江国、孙宁领衔主演。
该剧以三线建设为背景，以中国
十九冶集团、攀钢集团、攀煤集团
等攀枝花三线工业企业为故事原
型，生动讲述国家三线建设时期，
金江市109冶金建设公司、川南钢
铁、宝鼎煤矿等企业从无到有、从
辉煌到衰落、在困境中积极转型
发展近半个世纪的故事，全景式
描绘国家三线建设战略实施以
来，民族工业开发建设波澜壮阔的
英雄史诗。

6月30日，《大三线》在攀枝花

开机，拍摄地的布置年代感十足，
在打造三线建设时期的场景细节
上，也下了大功夫。剧组人物服装
均按历史资料还原制作，摆在书架
上、用作背景的施工工程书籍，也手
写了一行行的施工笔记，力求真实。

剧中人物夏方舟（林江国
饰）、秦晓丹（孙宁饰）、陈国民（朱
宏嘉饰）、齐德成（郑晓宁饰）等，
代表着三线建设时期的优秀共产
党员、青年建设者。他们响应国
家号召，艰苦创业、牺牲奉献、奋
力拼搏，完成了川南钢铁等系列
重大工程，并在改革开放后大胆
创新，最终实现了以高新技术为
龙头的新工业体系跨越式发展，
在沟壑纵横的攀西大裂谷，上演
了一幕幕英雄壮举。

该剧主演林江国说，从开机到杀
青，他们几乎缩影式地体验了当年建
设者们在不毛之地上创造奇迹的全
过程。相信这部作品，能够让观众深
刻地了解三线建设和三线精神。

据该剧总制片人赵明介绍，为
保证拍摄质量，提高拍摄效率，摄
制组在开机后分AB两组投入拍
摄，全体成员努力协作、克服困难，
全力将该剧拍摄成一部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作品。拍
摄过程中，剧组得到攀枝花市委、
市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大力支持。

杀青后，该剧将进入后期制作
阶段，力争明年在央视播出，与观
众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徐湘东 肖洋

四川大剧院拉开“大幕”
阿来陈佩斯杨丽萍等任艺术顾问

年一度的非遗节来了！86
个国家、540 余场活动、
1100余个非遗项目、5600

余人汇聚四川，共襄盛会。
10月11日，记者从第七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遗节将于10月17日- 22日在成都
举行。本届非遗节以“传承多彩文化
创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将举办非遗
节开幕式暨演出、非遗国际论坛、国
际非遗博览园主会场活动、分会场以
及配套活动四大版块的活动。

支国内队伍参加国际展演。在10
月17日上午的开幕式上，64支国
内外队伍将集中亮相，进行世界
风、中国韵、天府情三个板块的展
演。开幕当天，还将举办5场中华
民族传统节庆表演，带领现场观
众领略藏族雪顿节、羌族瓦尔俄
足节等民族传统节庆的风采。

此外，本届非遗节将举办一
个高端国际论坛及五个专业平行
论坛。目前，国际论坛已邀请到
72个国家1200余名嘉宾，就非遗
与旅游发展等六大话题开展国际
交流，共筑非遗国际学术高地。

经过持续举办，非遗节已经
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非遗保护
方面开展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非遗节国际性元素除常规国
际论坛、国际展览、国际展演以
外，国外嘉宾和手工艺人还首次
参与国际竞技，深入主题分会
场。此外，本届非遗节中西方手
工艺人首次深入合作，还将共同
完成手工艺品。

文旅融合
推出“非遗之旅”旅游线路

在非遗节期间，将正式推出

10条成都“非遗之旅”旅游线路和
40个非遗项目体验基地。这些探
索实践将非遗传习所、非遗体验
区和体验基地等非遗基因融入旅
游项目，将通过游客市民深入体
验，广泛传播天府文化蕴含的独
特生活美学，推动天府文化在融
入当代生产生活实践中“活起
来”。下一步，成都将继续开拓非
遗文旅市场，探索培育文旅融合
新业态，致力于让天府文化可阅
读、可感知、可欣赏、可参与、可消
费，让非遗更好地融入城市、融入
生活、融入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首批十
大天府旅游名县首次集中亮相非
遗节，这也是它们首次集中亮相
国际舞台。除了在开幕式上集中
展示展演外，还专门设立天府旅
游名县主题日。天府旅游名县将
以现场表演、图文展示、市集活动、
LED视频播放等形式，展示当地传
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以及特色
旅游资源，将白龙纸偶、峨眉武术等
非遗项目带到观众身边。

创新表达
非遗跨界融合首次大规模呈现

本届非遗节注重非遗创新表
达方式，首次将动漫和时尚元素纳
入非遗节，将开展非遗动漫展、非
遗嘉年华、非遗创意沙龙等跨界融
合活动。

此外，今年以“非遗授权价值
链”为主线，首次举办中国非遗创意
设计作品授权展。将分时代共振、
传统共生、合作共创和传统工艺与
现代生活四大主题展区，基于非遗
而来的文化符号通过创意设计与艺
术授权，实现了文化资源向经济资
源的转换，推动了非遗传承人、非遗
企业、设计师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
表达，共同展示目前中国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创新型保护、利用方面做
出的探索和努力。

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工业史诗剧
《大三线》杀青
这部“四川造”明年将在央视播出

“畅想未来·文旅融合新时代下的演艺产业创新实践”高峰论坛现场。

《大三线》剧照。

往届非遗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