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集团现有位于简阳石桥镇团结村六组的房屋对外竞价招租，承

租人须为合法守信的单位或个人。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租标的
1、共4栋，建筑面积共4919.40㎡，用途为仓储（详见附表）。

2、租金底价12万元/年。

3、租赁期限为 3 年，即 2020 年 7 月 28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

止。

4、房屋不能用作危险品存储仓库，不能用于餐饮、化工等涉及污染

大、噪音大和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加工、经营。

二、招租形式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公开竞价招租，以超出租金底价且

出价最高者中标。

三、报名登记
1、凡有意参加竞价招租的单位或个人须办理报名登记，报名时自

然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体工商户及企业提供营业执照、

法人证明或法人委托书原件，及上述原件的复印件各一份并加盖公章，

资格审查通过后方可参加竞价招租。

2、出租房屋一切均以实地现状为准，竞价者请务必看清和了解所

招租房屋之现状及瑕疵。参加竞价招租者一旦报名，即表明已了解和

认可所招租房屋品质、瑕疵等一切情况。

3、报名时每位竞价者需提交竞价保证金2万元（竞价成功且顺利签

订合同者，保证金可冲抵租金；竞价成功未签定合同者，其保证金不予

退还；竞价不成者，保证金如数退还）。

4、报名时间：2020年7月6日—7月10日。

5、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7楼A区，

联系人：李女士（028-86968340、13980803822）。

四、公开竞价
1、竞价时间：2020年7月13日上午9:00-12:00。超过时间未报

到者，视为放弃本次竞租。

2、竞价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7楼A区会议室。

3、竞价内容：竞价者需对每年租金明细及年租金上浮比例（不低于

2%）进行报价，竞价金额以3年租金总价为准。

4、竞价方式：以现场密封递价、多轮竞价的方式进行，直至出价最

高者中标。

附：
简阳石桥镇团结村六组房屋信息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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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序号

1

2

3

4

合计

房屋坐落

简阳县石桥镇团

结村六组1幢

简阳县石桥镇团

结村六组2幢

简阳县石桥镇团

结村六组3幢

简阳县石桥镇团

结村六组4幢

所在
楼层

1

1-2

1

1

结构

混合

砖木

混合

砖木

建筑面积
(m2)

4,619.20

256.10

33.10

11.00

4,919.40

土地
面积(m2)

8,668.49

8,6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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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6 月
28日，记者从成自泸高速公司获悉，
因成自泸高速公路龙贯山隧道路面
损坏，为维护成自泸高速公路车辆运
行安全，龙贯山隧道将于7月2日起
进行施工改造，期间交通组织将有所
变化，请车主朋友们注意，合理规划
出行路线。

据悉，从 7 月 2 日 0 时 0 分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 24 时 0 分，G4215
蓉遵高速内自段，成都至泸州方向，
216公里+862米处至218公里+054
米处（龙贯山隧道），因道路施工暂时
封闭，所有车辆需在龙贯山隧道泸州

至成都方向单洞双向通行。
其 次 ，7 月 23 日 0 时 0 分 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 24 时 0 分，G4215
蓉遵高速内自段，泸州至成都方
向 ，218 公 里 +050 米 处 至 216 公
里+867 米处（龙贯山隧道），因道路
施工暂时封闭，所有车辆需在龙贯
山隧道成都至泸州方向单洞双向通
行。

据介绍，在施工期间，如遇不利
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隧道的封闭
时间将向后顺延，请广大车主朋友
注意，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另外请超
限和危化品车辆提前绕行。

华西都市报讯（吴文军 曾珂 记者 杨力）
6月28日，“天府市民云”APP正式开通低压
办电功能，意味成都市民申请用电又增加了
一条新途径，获得电力便捷度再次提升。

天府市民云作为定位于覆盖全川的一
站式“互联网+”市民服务总入口，将政务服
务、公共服务等搬到了市民指尖上，让市民办
事少跑路、信息数据多跑腿，实现一号通行、
一站服务、一体运营。截至目前，天府市民云
已集成50余家部门（单位）的190余项市民服
务，注册用户突破570万，服务人次近1.7亿。

此次新增的低压办电功能不仅丰富了
天府市民云在“家庭生活”板块的应用场
景，更是拓宽了办电渠道，实现市民“指尖
办电”。用户通过天府市民云“生活缴
费”-“成都微办电”服务提出用电申请，市
民云自动核验客户注册身份信息并传至供电

企业，无需客户重复提交相应资料，实现了政
企信息共享；客户申请办电时，供电企业只需
要身份信息，其余所需企业主体证明、产权证
明等材料可以通过拍照上传，且为提交申
请时的非必要材料，实现了一证受理。

用户提交申请之后，相关业务自动进
入供电企业办电系统，无需多跑路，便会有
专属客户经理预约上门服务，实现办电“零
上门”；同时供电企业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供电服务水平，不断出台“硬核”措
施，针对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低压居民更
是实行“二十四小时”快速接电。

下一步，天府市民云将联合国网天府
新区供电公司、国网成都供电公司深化合
作，持续接入电费缴纳、费用及业务进度查
询、高压办电等功能，为成都市民提供更优
质的便民生活服务。

过往车辆注意
成自泸高速龙贯山隧道即将封闭施工

天府市民云开通办电功能

以职务敛财
7个月收现金522万元

1999 年，陈小平从警校毕业后，进入
遂宁市公安局工作，先后在禁毒、刑侦等
部门工作，落马前，他已任大英县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一年半时间。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他和被告人洪
志、洪波与刘德均、龙巧等人长期纠集在
一起，在遂宁地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形
成较为稳定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期间，利
用职务之便，为该团伙的违法犯罪活动提
供保护，收受贿赂，同时利用该团伙成员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016年，陈小平从遂宁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政委调任大英县公安局局长。从市
局到地方局担任一把手，陈小平更是将手
中的权力，当作敛财的工具，长期为洪志
在串通招投标活动中提供帮助和保护，多
次以买车、过生日、过年、旅游等名义收受
洪志贿赂共计52.68万元。

为洪志办理取保候审提供帮助，先后
收受洪波所送贿赂120万元。陈小平还将
其中20万元送给遂宁市人民检察院反贪
污贿赂局原副局长魏某。

此外，2014 年，陈小平还在洪志涉嫌
串通招标的犯罪行为中给予帮助。次年，
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建项目存
在违反招投标法的情况。为逃避处罚，公
司董事长黄某尧找到报告人陈小平帮忙，
并送给陈小平30万元。陈小平将其中的
25万元送给李某，让李某向时任遂宁市发
改委招投标管理科原科长彭某军说情。

在兼任大英县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
组副指挥长、第八工作小组组长期间，陈
小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熊某平等人贿赂

共计10万元及一部华为保时捷手机。
通过洪志，陈小平认识了洪波，当时

洪波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浙江浦江县公
安局网上追逃，陈小平三次飞往浙江省金
华市，为洪波及其他涉案人员变更强制措
施提供帮助。后来，陈小平、洪波、洪志三
人约定，陈小平为洪波洪志二人经营的网
络赌博活动提供帮助和保护。

在任局长这段时间，仅2017年5月至
12 月期间，陈小平就先后八次收受洪志、
洪波、龙巧所送现金共计522万元。

索非法债务
围堵蹲守市公安副局长

除了充当洪波等人的“保护伞”，陈小
平还以 1.5%至 2%的月息向袁某等人借
款，再以3.5%至4%的月息出借给他人，牟
取利息差，涉案金额约1.4亿元。

在借贷过程中，谢某亮以月息 4 分向
陈小平借款450万元，期限一年。后谢某
亮无力归还。陈小平便假意将债权转让
给樊某科等人，并授意樊某科等人采用贴
身跟踪，持续骚扰、口头威胁等方式索要
债务。

有稳定的犯罪团伙，有资金，陈小平
做事更加大胆。

2014年至2016年，他与自己的上级，
遂宁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某勇发生债务
纠纷，唐某勇分两次向陈小平借款共计
700万元，未能按时偿还。为索取非法债
务，2016年以来，陈小平和洪志共谋，多次
指使龙巧、杨某等到唐某勇工作单位及住
处滋事，采用吵闹、拒不离开办公室、电话
威胁及蹲守等方式，恐吓唐某勇及其家
人，严重影响唐某勇的工作和生活。

一审后上诉
辩称受贿金系开赌场所得

2017年6月，洪志因涉嫌行贿罪，被监
视居住。2017年8月，洪波因涉嫌开设赌
场罪，被金华市浦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8年1月，因涉嫌行贿罪，陈小平被
遂宁市监察委留置，同年4月2日被逮捕。

2019年，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陈小平犯受贿罪、寻衅滋事
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四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 9 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随后，陈小平等人提起上诉。
在庭审中，陈小平辩称不属于恶势力

保护伞、受贿金额应为20.34万元，522万
元系开设赌场所得。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小平作为公安局
长，自身存在维护社会治安，惩治违法犯罪
的职责，却与上诉人洪志、洪波共同商议开
设赌场，参与20%干股的非法获利分配，为
赌场提供了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干股是
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
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其提
出的522万元系开设赌场所得和受贿金额
20.34万元与查明的事实、法律规定不符。

除此之外，陈小平还称被遂宁市公安局
外提协助侦破一杀人案件，构成重大立功。
法院认为，陈小平当时是作为遂宁市公安机
关刑侦支队痕检技术员，对该案进行现场勘
查，提取现场痕迹物证是工作职责所需，应
尽之责，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不构成立功。

最终，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四川首例留置案有结果了
大英县原公安局长四罪并罚被判刑15年9个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虎

陈小平，绰号“黑皮”、“黑
哥”，四川遂宁市大英县原副县
长、公安局原局长。2018年1
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
委调查。几天后，遂宁市监察委
员会对陈小平采取留置措施，这
是四川省首例实施留置措施的
案件。

从2012年以来，陈小平利
用职务之便，在遂宁地区建立
了稳定的犯罪团伙，肆意敛
财。担任大英县公安局长时，7
个月内就收到现金贿赂522万。

除了敛财，他还曾借给自己
上级、遂宁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
某勇 700 万，在对方未能偿还
时，找人围堵、恐吓，蹲守威胁。

日前，因犯受贿罪、行贿
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寻
衅滋事罪，陈小平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120万元。上诉后，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