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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还有很多景点
‘藏在深闺无人识’，我认
为可以将这些景点的历
史文化、自然风光等进行
整体挖掘、包装，用影视
的形式来讲故事。”赵欣
建议，乐山可以打造“文
化+旅游+影视微基地”
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省政协委员、乐山市电视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赵欣。

委 员 在 这 里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员工配餐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
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1.招标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员工配餐服务项目
3.项目内容：为员工提供配餐服务（含节假

日，全年无休），包括早餐、午餐、晚餐、深夜
餐。其中，早餐早上7：10左右送到，约 45份；
午餐中午 11：30 送到，约 40 份；晚餐下午 6：
00送到，约 20 份；深夜餐晚上00：00送到，约
100 份。具体要求详见招标项目要求章节。

4.本项目资金来源：自筹。
5.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1）必须是中国境

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成都市
区具有固定工作场所；（2）投标人能提供有效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3）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4）无其他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参加投标情形；（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6.1.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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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投标人须将报名所需提交材料在加盖

投标人公章后提交至招标人。必要时，投标人
应将报名资料的原件提交招标人核验。

6.2.报名时间：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4
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6:
00)；

6.3. 联 系 方 式 ：联 系 人 廖 女 士 ；电 话
028-86968193

7.报名需提交的资料：
（1）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和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招标人核验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

（2）投标人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报名的，
须出示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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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投标文件递交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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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人 廖女士；电话 028-86968193。

9.投标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5 日(工作
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6:00)，逾期
提交或提交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
权拒收。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 1月 26日

招标公告

省政协委员赵欣：

打造影视微基地 助力巴蜀文旅走廊建设

2020 年，四川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成效。

1 月 27 日，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两
会前，省政协委员、达州市二级巡视员
常荣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常荣认为，要高度重视农村
因疫返贫、因疫致贫问题。

常荣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导致相当数量
的农民工返乡待业。同时，疫情导致
扶贫产业发展受阻，农副产品积压，特
别是乡镇小微农副产品加工企业陷入
困境。他认为，凡此种种，致使部分农

村居民脱贫后再度返贫、致贫的风险
加大。

为解决这个问题，常荣提出了三
条建议。

“首先要加大农民工就业帮扶力
度。”常荣建议，要着力在推进就业扶
持和对外劳务协作方面做足文章，大
力促进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对接，多渠
道稳住就业面。人社、扶贫、工会等部
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常态化开展
就业招聘、东西部用工协作和助力复
工复产系列行动。

与此同时，要推动农民工合法权
益保护制度化。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
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户籍改革等方面入手，为农民工
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

解决不同层次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开
展助力农民工融入城市行动，在农民
工集中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加大帮
扶和维权力度。通过开放型院校、职
业技术技能培训学校等开展新技能新
岗位免费培训，完善技术工人评估认
证制度，探索突破传统职业技能鉴定
路径，为把更多的农民工培养成为高
技能人才创造条件，并实现稳岗就业，
同工同酬。

此外，还要建立监测预警机制。
将返贫、致贫农民工及时纳入动态帮
扶管理。重视为失业农民工提供再就
业问题，探索建立农民工兜底性的生
存保障机制。

“第二，是要加大对涉农中小微企
业的帮扶力度。”常荣建议，对于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涉农中小微企业，针对
这些企业复工复产乏力、市场开拓乏
力的现状，从政策层面支持企业不裁
员、少裁员。

“第三，要加大农产品网上交易帮
扶力度。”常荣认为，实现农产品网上
交易常态化，形成新的业态模式，可将
疫情给农村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
低。为此，他建议对农产品采购、销售
企业、农业电商，仓储物流实施财政重
点补贴；推广农产品无接触配送模式，
建立农产品交易数字化平台，形成“互
联网+农商”大市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受访者供图

省政协委员常荣。

委 员 在 这 里

省政协委员常荣：

加大农产品网上交易帮扶力度
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打电影《神秘
的大佛》上映，乐山大佛因此家喻户
晓，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如何推动乐
山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成为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2021年四川省两会即将开幕。作
为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省两
会将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谋定新征
程。

由《神秘的大佛》带来的文旅效
应，引发了四川省政协委员、乐山市电
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赵欣的思考。

“乐山还有很多景点‘藏在深闺无
人识’，我认为可以将这些景点的历史
文化、自然风光等进行整体挖掘、包
装，用影视的形式来讲故事。”赵欣建
议，乐山可以打造“文化+旅游+影视微
基地”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调研/
自然和文化资源富集
影视创作潜力巨大

赵欣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参与制
作了乐山多部大型宣传片，拍摄足迹
遍布乐山各地。“乐山除了坐拥世界自
然和文化双遗产——乐山大佛和峨眉
山外，我利用工作机会进行走访调研
时发现，乐山自然和文化资源富集，有

很大的影视创作潜力。”
赵欣在调研中发现，乐山既有喀

斯特地貌、也有丹霞景观，有秀丽温婉
之美，也有大气磅礴之景。“不同的气
质可以满足不同的拍摄类型。比如犍
为县的芭沟镇，适合拍摄红色题材的
影视剧；沐川县的杨村适合拍摄武侠
剧；金口河区的红华公司则非常适合
拍摄‘三线’题材的影视作品。”

同时，赵欣认为乐山有许多鲜为
人知的人文故事，也是影视剧本创作
的一大“宝藏”。“去年在峨眉山调研
中，了解到清音阁‘良宽诗碑’背后的
故事。据记载，1825年夏，峨眉山山洪
暴发，山上一座木桥被冲毁，其中一根
桥桩沿河而下进入岷江。这根桥桩穿
过三峡，出东海，在漂流了 6000 多公
里后，于当年冬漂到了日本的宫川
滨。这根长 8 尺 7 寸、粗 2 尺 9 寸的木
桩被当时日本著名的高僧和诗人良宽
大师拾起，他看到上面有五个篆刻汉
字“峨眉山下桥”，便视为宝物珍藏起
来。这根木桩让峨眉山与日本当地结
下了友谊，这样的故事不正是很好的

影视剧本创作题材吗？”

建议/
打造影视微基地
让影片成文旅名片

怎样能让乐山鲜为人知的景点和
人文故事走出“深闺”，为大众所知
晓？赵欣说，她今年提案的总体思路
为打造、出版《乐山故事创作集锦》和

《乐山影视拍摄指南》，通过高度集中
的载体吸引影视拍摄团队来乐山创
作，政府和企业共建，将景点打造成影
视微基地。

“《乐山故事创作集锦》对影视创
作者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按照民间故
事、名人文化、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梳
理，对每个故事背后的题材价值和适
合的表现形式给出建议。”赵欣介绍，

《乐山影视拍摄指南》则是简洁明了地
告诉影视公司相关的政策和审批流
程，同时将取景的地点和最佳拍摄角
度进行列举。

赵欣说：“宣传推广文化旅游资
源，图文过于单一，而宣传片内容略显
单薄。吸引国内各大影视团队来拍
摄、创作，用影视化的形式多角度、多
平台进行旅游推广和文化输出，让影
片变成当地的影视化旅游名片，将助
力乐山更好地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