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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 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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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一、招标条件
为了持续性推进封面新闻APP

在苹果商店App Store的曝光度，
优化下载入口，提升应用的整体权
重，拟对封面新闻 APP 苹果商店
ASO优化服务进行采购。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
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封面新闻APP苹

果商店ASO优化服务采购项目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70号1栋8楼B区

4、招标内容：为招标人提供封
面新闻APP在苹果商店上的现状分
析、关键词部署方案、ASO导量投放
计划、阶段性分析报告等服务。具
体招标项目投放执行服务方案及技
术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2、营业执照具有广告或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经营范围。

3、业绩资格要求：投标人自
2018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报名截止
日，同类服务（限新闻类 APP 推广）
项目案例至少一个70万元以上（需
提供中标<或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或
其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4、财务状况要求：提供2018年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需提交的资料
1、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验

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

接报名的，须出示投标单位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含加盖公章的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验原件，
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业绩资格证明材料：投标人
自 2018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报名截
止日，至少一个金额为70万以上的
同类服务（限新闻类APP推广服务）
项目案例证明材料。（需提供中标<
或中选>通知书或合同或其他证明
材料的复印件)。

若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投标的，

须将上述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
件资料邮寄至招标人，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 12 楼 B
区。必要时，投标单位应将上述资
料的原件提交招标单位核验。

五、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2楼B区总经办；
若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的，需于

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将报名所需提交
的资料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至招标
人邮箱，邮箱地址：3392776106@qq.
com；同时须将报名所需提交材料在

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后邮寄至招标
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2 楼 B
区。必要时，投标单位应将上述资
料的原件提交招标人核验。

2.报名时间：2019年12月17日
至 12 月 23 日，(工 作 日 ：上 午 9:
00-12:00，下午2:00-6:0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女士
联系电话：028-8696819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16日

《封面新闻APP苹果商店ASO优化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15日开奖结果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8-15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8-13 C
阴

偏北风1-2级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5—175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局部城市
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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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133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西昌、广元、攀枝花、康定
良：巴中、广安
轻度污染：雅安、马尔康、遂宁、泸州、绵
阳、南充、资阳、内江、眉山、德阳
中度污染：达州、宜宾、乐山、自贡

1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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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19144 期 全 国 销 售
12252908元。开奖号码：1848741，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24
注，单注奖金12710元；三等奖220注，单
注奖金1800元。376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19335 期 全 国 销 售
18029940元。开奖号码：369。直选全
国中奖12741（四川66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14747（四川
1034）注，单注奖金173元。1957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335 期 全 国 销 售
11342564元。开奖号码：36964。一等
奖110注，单注奖金10万元。3.74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75期全国销售
22434822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130303310300，一等奖3（四川1）注，
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04（四川7）
注，单注奖金63790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75期全国销
售 2428442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130303310300，全国中奖399（四川45）
注，单注奖金35985元。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87期
全 国 销 售 103724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1011130000，全国中奖1（四川1）注，单
注奖金66383元。

足球4场进球第19192期全国销售
1013254元。开奖号码：10011120，全国
中奖3注，单注奖金216160元。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
1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邓翔沣 吴晓铃）12月15日上午，以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
主题的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在
成都举行。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出
席并致辞。他表示，站在新的起点
上，推动中日韩文化合作，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强烈的时代内涵、深厚
的人气基础、坚实的经济支撑。新
时代，中日韩文化合作正在迎来高
光时刻，我们要坚持互尊互信、互学
互鉴，坚持发扬丝路精神、密切人员
往来，坚持发挥媒体作用、加强媒体
合作。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有关负
责人、日本时事通讯社副总编辑西
村哲也，韩国每经传媒集团代表理
事、总裁孙显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对话会上，故宫学院院长单霁
翔，日本学者、天津大学教授青木信
夫，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黄
台渊，人民日报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西华大学讲座教授王小甫，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日本作家
梦枕貘，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任仲伦，韩国驻华文化院院长韩在爀
围绕大会主题做主旨演讲。

与会代表和嘉宾围绕“互学互
鉴，探寻中日韩文化合作新路径”“融

合创新，推进东北亚文明和谐构建”
“与时偕行，合力贡献亚洲智慧力量”
等三方面议题展开了讨论交流。

据悉，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是中
日韩合作机制确立以来，最具广泛代
表性的三国媒体交流活动之一，进一
步推动了三国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
合作，充实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实质
内容。

本次对话会由人民日报社主办，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人民日
报海外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23家主流媒体
的代表及国际组织和文化界嘉宾近
60人参加会议。

在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
上，日本学者、天津大学教授青木
信夫遇到了他的老朋友，故宫学
院院长单霁翔。

“单先生对我来说是一位贵
人。”这位已经在中国从事文化遗
产保护15年的日本学者，还能回忆
起最初开始着手调查时，时任国家
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所给予的帮
助和指导，“这十几年，我切身体会
到一点，就是海外专家非常关注中
国对于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约而同，在单霁翔的主题
演讲中，也多次提到如今的国际
共识，即文化和自然遗产，它不是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所独有的，而
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对于中日韩
三国而言，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
理念、共同的文化力量，而我们的
文化力量从何而来，其中一个重
要来源，就是我们的历史文明。”

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这些
年在文物保护上的合作频繁，从
合作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保护修复
技术人员培养计划，到三国文物
保护专家赴北川地震遗址展开科
研活动，再到内蒙古共商东亚文
化遗产保护……

谈到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
青木信夫很兴奋。在他看来，没
有边界的世界遗产的意义非常重
大，因为这不单单是地理上、物理
上的与他国共享，还是人类应该
具有的一个显著的普遍价值。

眼下，中国是全世界拥有世
界遗产最多的国家。相较之下，
单霁翔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在保
护行动中，改变了大众对待文化
遗产的态度和理念。单霁翔在演
讲中说道：“保护和利用都不是目
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同时，文
化遗产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

领域，保护文物和保护文化遗产，
不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
它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
有保护文物的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和受益权，所以应该把民众
保护的意愿更多地动员起来。”

单霁翔在故宫工作了八年，
他坦言，长期以来把保管和研究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到了今天，
放在第一位的是教育和文化传
播，他们更希望故宫博物院也成
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片文化的绿
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雷远东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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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自解《云中记》：
唯有雅正的语言
才能把世界照亮

15日上午，中日韩名记者对话
会上，单霁翔、阿来、梦枕貘、任仲伦
等进行了主旨演讲。

阿来的演讲以其《云中记》小说
的创作语言为主题。“汶川地震十年
后，我才动手写地震题材的作品，写
出《云中记》。 十年之后才开写，并
不是由于我缺少素材，而是我一直
在等待，寻找一种节奏、腔调。小说
家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搜集素材，
而是寻找一种合适的腔调和恰到好
处的语言。词语是有声音、色彩
的。而写一部小说，最初涌现的语
言节奏，会决定小说向哪个方向发
展。所以，我一直非常慎重。作为
四川人，我目睹了那场大地震带来
的巨大伤害，我也屡屡有提笔赶紧
写出来的冲动，但我都按捺住了。”

阿来还提到，汶川地震之后，有
很多村庄重生，也有的彻底消失。

“我想写的这种消失，并不是凄凉和
悲伤，而是要写出悲壮和坚强，写出
光亮，写出灵魂的方向。这就需要
一种配得上的语言。唯有这种语言
是雅正的、充盈饱满的、节制含蓄
的、像诗一样吟唱的，才能把世界照
亮 ，把人心照亮。通过《云中记》，
我想我做到了这一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日本顶级奇幻作家
梦枕貘首次入川
最想看三星堆

紧随阿来登台演讲的是日本奇
幻文学界顶级作家梦枕貘。

首次来到成都，梦枕貘难掩激
动，而他最为期待的便是亲临三星
堆遗址。“这是我的最爱，我也曾经
在我的小说中，用到过三星堆出土
的黄金面具。此次，站在三星堆的
土地上，我一定要亲眼去看看。”

在演讲最后，梦枕貘说，虽然自
己是第一次来成都，“但已经期待下
次、下下次再来成都。我甚至想象，
如果在成都，召开科幻小说比赛，把
全世界的科幻小说家召聚到成都开
会，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希望主办方能邀请我，到时候我
愿自费来参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的第20个

年头，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中日韩三国
文化界、新闻界的专家们聚集一堂，围
绕“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这
一主题，探讨如何推动三国之间文化
交流、文明共鉴再上新台阶。

文字共性到文化共性
“返本开新，共同开创东

亚文化合作新时代”

站在新的时代，人民日报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华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座教授王小
甫坦言，中、日、韩三国山水相连、
同文同种，面对机遇和挑战，不妨
返本开新，重拾当年建立东亚“汉
字文化圈”的成功经验，一起尽快
积极行动起来，共商共建区域命运
共同体。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把东亚世
界称作“汉字文化圈”，这一说法在
国际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汉
字文化圈”在东亚各国影响深远。

在发言中，王小甫细数了东亚
三国从文字共性到文化共性的历
程。“唐宋时代传播的儒家思想已经
成了我们三国共同的精神文化财
富。”王小甫表示，儒家思想的一些
核心价值观如仁义、中和，对于今日
世界国际关系，对于区域合作和民
心相通，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站在当下，王小甫认为，中日
韩三国应共同开创东亚文化合作
新时代。“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
文化界首先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
任，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汉字文化
传统，相较其他地域，我们有着开
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的无可比
拟的条件和优势。”

中日韩电影文化交流
“它的影响力包括独特

的思想、文化、意识内涵”

在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任仲伦看来，中日韩三国电影的流
通由来已久，这不仅仅成为各自民
族和人民生活以及价值观的传播
者，也成为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
人民了解异域的一个宽敞的窗
口。“这是电影的魅力，电影在人类

文明发展和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始
终以最亲近、最形象的方式来沟通
各个国家观众之间的心灵的交
流。”

任仲伦认为，眼下正是加强中
日韩的电影文化的交流的好机
遇。资料显示，去年全球的电影票
房达到410多亿美金，这是创纪录
的。其中，美国的票房大概在118
亿至119亿美金，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票房大概达到90亿美金。
而日本的票房大约在人民币135
亿，韩国的票房为108亿人民币。

“中日韩三者加起来，超过850
亿人民币，三个国家排名第二、第
三、第五，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票房的总和。”在任
仲伦看来，中日韩电影在世界上有
它独特的作用和独特的力量，其影
响力不仅仅包括在票房的占比上，
同时包括独特的思想、文化、意识
内涵。也因此，“希望中日韩的电
影交流和文化交流，全世界的电影
交流和文化交流，永远唇齿相依。”

三国青少年之间交流
“在质和量上，都应该得

到更大提升”

作为韩国驻华文化院院长，韩

在爀一直将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
席铁凝的一段话铭记于心，并在演
讲中直接背诵出来，“文化应该是
艺术教导谦逊的学校，它终身教导
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并且有能力理
解他者谦逊……当我们有能力与
不同文化相互凝视和倾听的时候，
这凝视和倾听会唤起我们对自身
新的发现，对世界不断的追问，对
生活永远的敏感，对人类深层的同
情心和爱，唤起我们在浑厚斑驳的
现实中积蓄乐观的能量。”

这一段话，也是他对于中日韩
三国文化交流最大的期许。

2022年将迎来中韩建交 30
周年。在韩在爀眼中，两国交流文
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两国持
续在诸多领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交流途径和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面对未来，他期待着，今后
无论是中韩文化交流，还是中日韩
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质和量
上，都应该得到更大的提升。同
时，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认为
更有必要更多开展青少年之间的
交流。“我们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包
括文化、艺术、体育、旅游、人文、学
术等领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雷远东 摄影报道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在成都举行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三国专家探讨
如何开创东亚文化合作新时代

▶演讲者说

中日韩三国专家在对话会上探讨如何开创东亚文化合作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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