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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拟对集团固定资产及
仓库物资进行财产保险，欢迎符合要求的企业
积极参与投标。项目内容如下：

一、招标范围
1.固定资产财产综合险；
财产地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集团印务

公司及在册资产实际存放地
2.仓库物资财产综合险
财产地点：集团印务公司库房
保险期限：2020 年 4 月 24 日 0 时起至

2021年4月23日24时止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法人或

当地分支机构；省外保险公司需在四川省成都
市设有机构并能直接办理相关理赔事宜；

2.必须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保险
公司；

3.具备经营上述保险项目业务资格，且使
用的各保险条款已经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4.财务要求：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近
2年（2018年、2019年，若2019年还未审计完
成，可提供 2017 年、2018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财务无亏损；

5.业绩要求：提供近2年内（2018年、2019
年）类似业绩（保险金额 5 亿以上）一个，并提
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

及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以上证件验原件、收
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0年3月17日-2020年3月23

日，上午9:30—11:30，下午2:30-5: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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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0年3月30日中午12:00止，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不接
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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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女士
电话：028-86968193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因工作需要，拟采

购公有云服务，欢迎符合要求的企业积极参与投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名称：采购公有云服务(主机、数据库、

WAF等)
（三）招标内容：云主机、存储、网络、数据库、容

器、安全等各种云服务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良好商业信誉，
2016年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和严重商业违规记录，
并对此做出书面承诺；

2.本次项目要求供应商是原厂商服务，或必须
是取得了原厂商的代理服务授权的代理商（参照阿
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百度云四个公有云服务平台
厂商，相当于以上同等技术的其他产品也可以投
标）；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含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件应为原件且加
盖投标人鲜章；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以上证件
应为加盖投标人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

大厦 12楼 B区；
2.报名时间：2020年3月16日至3月23日，上

午9：30—11：30，下午2：30-5：30；
若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的，须于规定的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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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章后邮寄至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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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将上述资
料的原件提交招标人核验。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下午 2:30—5:30，逾期

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不接受电子邮
件、传真等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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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采用邮寄方式投标的，须于规定的时间内将
投标文件邮寄至招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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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女士
电话：028-86968193，13808176179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3月16日

招标公告

外防输入 把好每一道关口
□ 田晓航

入境瞒报可定罪
这种硬核举措应该更多些

战 疫 评 论

热 点 评 论 封 面 评 论

从弃领到兑现
补贴必须落到实处

□李晓亮

消费维权系统
经受住特殊的压力测试

□蒋璟璟
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报卡隐瞒疫情？将

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3月16
日，最高法、最高检等5部门联合发文，明确
六类行为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
罚，其中包括：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
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
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
式伪造情节的。

从“快侦快破，并及时予以曝光”，到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再到
“重点打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行
为”……规定很“硬核”，释放的信号很明
确：刻意瞒报后果很严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出现通过口岸
向境内蔓延扩散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此
前已发生多起境外输入病例瞒报现象，用

“一个人惊了一座城、扰了一国人”来形容
并不夸张。如果不依法严惩，举国之力换
来的向好形势，极有可能被葬送。

截至 3 月 16 日，中国以外确诊病例

已超过中国。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已是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这个
角度看，境外人员无论回到中国的家，还
是到中国“避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
律法规，也有责任理解并支持中国出台
的相关规定。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从北京上
海等地规定“境外输入病例未参加基本
医保的，原则上费用自负”，到内蒙古等
地明确“境外人员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天”，再到涉嫌瞒报病情和行程的多人
被立案……筑牢国境卫生检疫防线，遏
制疫情通过口岸传播扩散，中国已在坚
定行动。

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得来的抗
疫成果，必须得到巩固。防范境外疫情
的输入风险，越果断采取措施，就越能赢
得主动。各部门的“硬核”措施，不妨更
多些！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
国累计确诊病例数。随着境外输入疫情
压力增加，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新
的挑战。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重 点 在
“防”。近日，上海、北京、三亚等城市已
开始采取人员入境后集中隔离等积极措
施，力争将境外输入的疫情风险降到最
低。面对新考验，有必要关口不断前移，
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加大防控力度。而
要确保万无一失，措施的落实更离不开
各地、各部门和每一个人的努力与配合。

严防疫情境外输入和扩散，首先需
要入境人员自觉配合防疫管理。佩戴口
罩，如实填报旅居史，自觉报告个人来往
情况，按要求落实隔离观察措施……遵
守防疫管理规定，是对社会和自己的负
责；相反，瞒报、谎报不仅害人害己，还可
能受到法律制裁。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
门16日联合发文明确，检疫传染病染疫
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拒绝隔离、不如实填

报健康申明卡等，可按妨害国境卫生检
疫罪定罪处罚。

严防疫情境外输入和扩散，必须把
好入境后的每一道关口。海关、边检、机
场、铁路要做好排查检测和协助转运隔
离工作，切断传播链，从口岸入口到社区
无缝衔接，形成防疫“闭环”；加大群防群
控工作力度，要做好回到社区后各个环
节的监测管理；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
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严防疫情境外输入和扩散，还需进一
步推动国际联防联控。公共卫生安全是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
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
现，各国应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
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做好数据共享、远
端防控、口岸检疫、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防疫还没到歇歇脚、松口气的时
候。加强疫情防控，需要各方密切配合、
凝聚力量，将工作做实做细，如此才能早
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 据新华社

3月15日，中消协公布的数
据显示，1 月 20 日至 2 月 29 日，
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涉疫情消
费投诉180972件。其中，价格问
题 占 45.08% ，合 同 问 题 占
19.48%，质量问题占11.68%。

相较于以往，这个3·15的声
量要小得多，甚至有点静悄悄。
疫情特殊时期，“消费行为”和

“消费纠纷”，也有了特殊的含
义。最近一个月，涉疫消费投诉
超18万件，其中涉及口罩类投诉
79368 件，占比 43.86%。这个数
字，是值得深思的。

口罩投诉占比极高，这一结
果应该说并不奇怪。首先必须
看到，疫情期间大量常规消费其
实是被冻结了的，再加之“共克
时艰”的心理基础下，公众对于
食品、日用品等等消费必然是

“要求降低”而“包容度上升”了
的。换而言之，就是以最低的标
准、最大的容忍，来对待日常的
消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口罩、消毒液等抗疫物资在
消费结构中权重上升，并且因其
直接关乎民众健康安全故而被
更多在意、引发更多投诉，这是
必然的。

值得肯定的是，即便在抗疫
的特殊时期，全社会的质量稽
查、价格管理与工商执法系统，
依旧保持了良性运转，甚至相较
于平时还表现得更为强力和高
效。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涉疫消
费投诉总体量不小，但并未引发
大面积、联动性的消费侵权危
机，整个市场供应端、消费端状
态平稳。并且，初期暴露出的某
些问题，随后迅速得到修正。

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防控、
涉疫投诉，就是对我们消费者维
权系统的一次高强度的压力测
试。经此一“役”，总结经验教训，
这对于今后强化体制建设和应急
响应能力都是极有裨益的。

3月16日，云南昭通彝良县发布
通报，回应该县人民医院部分医务人
员放弃申报抗疫补助，称该院未进行
准确全面宣传、讲解，导致医务人员
理解不到位，表达了放弃申领补助的
意愿；已责成该院立即整改，精准统
计上报并兑现补助。

抗疫取胜，尚需时日。苦战至今
的一线医护，特别是远赴湖北支援的
前线抗疫战士，疫期补助，则必须发
放到位。这是国家的制度性关爱，也
代表大众的敬意与心意。可惜最近
一段时间来，疫期补贴、抗疫补助发
放，屡现幺蛾子。比如上次陕西某医
院，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论资排辈，领
导动辄领八九千，一线医护最低才领
四百。

彝良人民医院部分医务人员“集
体弃领”，整齐划一，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一刀切形式主义。所有非自愿的强
制统一，都透着权力蛮霸与无理。最
新进展，彝良回应“责成医院整改”。

针对“自愿”，通报称未发现院方
要求和统一组织弃领。组织或不至
于，但那一百多人，是否受过相关暗示
性道德绑架，以及不得已随大流式群
体裹挟，就不好说了。毕竟，集体弃领
决议，都是通过当地官方媒体高调宣
示的。而且社交媒体也有疑似内部人
员网络私信求助，明确表示并非自愿，
而是再熟悉不过的“被自愿”。

据说问题在于“未统一组织宣
讲，导致部分理解不到位而弃领”，这
个通报表述，比弃领真相还迷。抗疫
补助，顾名思义，抗过疫，就能领，只
需足额及时发放即可，不存在任何理
解问题。“未予制止”，更是荒唐。真
是人家自发自觉，领后再捐，则不需
制止。现在是先高标绑架，慷他人之
慨，有人想领也不能或不敢领。

享国家关爱，领正常补贴，抗疫
者受激励，爱心才能永续。而拿补贴
献爱心，和孤寡捐身家一样，注定受
非议，何况还难证自愿。“对政策不到
位、组织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究
责”，希望能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