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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1.1由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设的四川星

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空调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建设
资金来自业主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空调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1.2本项目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人选
择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空调

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2.2建设规模：详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
2.3建设地点：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光大道13号四川星

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星光花苑酒店）；
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大三路 303 号四川星

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城花园酒店。
2.4招标范围：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空调

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全部内容招标，空调设备的采
购、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计划工期：30日历天，其中采购工期15日历

天，安装工期15日历天；
2.7 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现行相关质量验收规范

合格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1.2 须具有生产或销售本标段招标货物的资

格；
其他：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与本招
标项目相应的供货能力。

3.1.3投标人业绩要求：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1个标段投标，可中标

的标段数量为1个。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方式：在线获取、现场获取。
4.1.1在线获取：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

证 明（加 盖 公 章）；将 扫 描 件 发 送 至 邮 箱 ：
280237953@qq.com 实际报名时间以收取邮件时间
为准。

4.1.2现场获取：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
证明（加盖公章）；在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一段锦上时代B座
21楼）获取。

4.1.3获取时间：2021年06月21日至2021年06
月25日（上午09时00分-12时00分；下午14时00
分-17时00分。）

4.2招标人 不提供 邮购招标文件服务。投标资
格不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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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7 月 12日 10 时 00分，地点为四
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成都
市龙泉驿区建材路一段锦上时代B座2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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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华西都市报》
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阳光大道 13

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3648049800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地 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建材路锦上时代 B 座

21楼
联 系 人：袁女士
电 话：028-84859419

2021年6月21日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空调设备
采购及安装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21年度拟对员

工开展健康体检，欢迎有体检资质的单位
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健康体检
第一标段：标准项目
第二标段：基础项目+自选项目
具体采购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第一标段：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2.第二标段：具有《医院分级管理标
准》评定的医院等级资质；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具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报名携带资料：
（一）投标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

报名的，需出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含法人及代理人签字）、法定代表人及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

（三）参加第二标段的投标单位还需
提供《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评定的医院等
级资质证明材料；

以上证件中授权委托书收原件，其它
收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
2021年6月25日至6月30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5:00。成都市
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传媒
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五、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2021 年 7 月 2 日上午 11:30。成都

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传
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六、联系人：
廖老师，电话：028-8696819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6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手续
方便多了，几天就拿到全部证照，这次
是专程来表达感谢的。”近期，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政务服务大厅收到成都一企
业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据悉，成都高
新区网络理政办在加强党史学习、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重点推出“一业
一证”便民改革，大幅优化审批业务流
程，破解重复提交资料、反复跑、等待时
间长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为群
众办实事的效率和质量。

据介绍，该企业此前受疫情影响，
装修工期延误，开业前各项筹备工作紧
张，尤其是营业前必须获得相关经营许
可审批，要办理哪些审批许可证照、如

何办理、在酒店开业前能否全部办理到
位，成为急于解决的难题。

收到该企业提出的申请后，该项改
革工作牵头单位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网
络理政办公室迅速召集涉及审批事项
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研讨，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和需求，统筹制定该行业“一业
一证”审批服务套餐，助力其快速拿证。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风
廉政建设实践的重要成果，接下来所有
党员还将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在
工作、生活中做到以党的各项规章制度
及条例严格约束自己，为群众办实事，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
加强廉政建设，提高为群众办实事质量

天府机场投运首日将起降8个航班
6月30日起，新机场每日航班将增至188架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正
式开航投运。开航初期，天府机场的航
班如何安排？如何实施转场计划？

6月23日，记者从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分公司获悉，6月27日，天府机场将有
8个航班进出港，分别为6个出场航班和
2个入场航班；6月28日、29日，每天分别
有19个进出航班；6月30日至7月13日
每天有188个进出航班；7月14日至10
月30日，每天的进出航班将增加至271
架次。

7月14日起
日航班数将增加至271架次

据了解，6 月 27 日至 29 日，天府机
场将安排国航、川航、东航各派2架飞机
来执飞。其中，6 月 27 日有 8 个进出航
班；6月28日、29日，每天有19个进出航
班；6月30日至7月13日，每天有188个
进出航班；7月14日至10月30日，每天
的进出航班将增加至271架次。

“7月14日起，天府机场将提高北京
大兴、上海浦东、杭州、南京等商务干线
频次，同时新增丽江、桂林、北海等文旅
航线，每日计划航班量达271架次，满足
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四川机场集
团副总经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
总经理张洪刚说。

记者了解到，6月27日，川航将在天
府机场首航至北京首都机场航班。天府
机场投运后，川航预计将投放 10 架飞
机，运营48个航班、25条国内航线，通达
29个国内航点。

国航天府机场首航航班为成都至北
京，27日11时15分从天府机场起飞，14
时30分抵达首都机场，由国航旗舰机型
波音747-8洲际远程客机执飞。从6月
28日开始，该航班时刻调整为上午9时
30分起飞。

6 月 27 日，东航将首飞成都天府至
上海虹桥、成都天府至北京大兴两条航
线的往返航班，其中成都天府至上海虹
桥航班采用“进博号”彩绘客机执飞 。
值得一提的是，功勋机长谢远征将现身
东航天府机场首飞航班。据悉，谢远征
在蓝天上翱翔了 41 年，安全飞行超过
24000小时，驾驶十余种机型，荣获特级
安全飞行奖章、功勋飞行员奖章等一系
列奖励与荣誉。

转场完成后
日均航班量约1138架次

张洪刚介绍，为助力加快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天府机
场在投运初期重点打造了国内中转航线
网络，围绕干支高效结合进行航网布局，
并在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下，将天府机场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场群核心机场的航
线，配置为整点、半点出发，逐步构建便
捷、高频的商旅航线网络。

根据民航局和四川省联合印发的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转场投运及“两场
体”航班时刻资源配置方案》，天府机场
将通过四个航季完成转场，第四航季
(2022年10月30日至2023年3月25日)
全部转场完成后，日均航班量将达到约
1138架次，形成完善的国内干支航线网
络布局，国际航线网络覆盖范围和航班
密度显著增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
枢纽机场地位将进一步突显。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航班安排

6月27日
天府机场将有8个航班进出

港，分别为6个出场航班和2个入
场航班

6月28日-29日
每天有19个进出航班

6月30日至7月13日
每天有188个进出航班

7月14日至10月30日
每天的进出航班将增加至

271架次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即将开门迎客。

机场内的指引牌。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大量使用自助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