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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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业务需要，我公司需寻求合作伙伴，项
目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智慧产业城总部
经济办公大厦，位于青白江区团结中路以北、青
江南路以西。对该项目进行招商。

一、项目概况
项目地址：青白江区团结中路以北、青江南

路以西。
地类（用途）：商服用地。
净用地面积：13317.98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40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用地规划指标：容积率不大于3，建筑密度不

大于45%。
招商范围：总部经济办公大厦整体，总面积

约：54537.82平方米。
建筑面积总计:39953.94㎡，其中包含 1#

楼、2#楼（见下表）。
二、合作方式
我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招商运营。要求带产

业入住，整体运营。
三、招商对象

（一）合作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
册并合法存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
企业信用良好，近三年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查无行政处罚信息、无严重违法信息。

（二）具有良好的投资实力、财务状况和营运
业绩。

四、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与彭女士联系，
电话：17360038417。

成都凯利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招商公告

2#楼层及层高：

1#楼层及层高： 1号楼
面积
层高

合计面积：11988.16㎡

1层
2400.04㎡

6m

2层
2400.04㎡

4m

3层
2400.04㎡

3.4m

4层
1495.82㎡

3.4m

5-17层
1426.12㎡

2.64m

19-21层
1129.6㎡
2.64m

屋顶
736.5㎡
3.4m

2号楼

面积

层高
合计面积：27965.78㎡

1层

2204.06㎡
6m

2层

2204.06㎡
6m

3层

2204.06㎡
5.4m

屋顶

268.75㎡
3.4m

-1车库

4.7m

-2车库

3.8m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用歌
声颂扬党的丰功伟业和辉煌成就，用书
画摄影展弘扬刚直不阿、廉洁清正的精
神风貌。近日，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和
平社区开展“四海升平迎百年 华诞廉筑
新征程”大型活动。现场，由桂溪辖区书
画爱好者创作的 100 幅书画、摄影作品
在广场上进行展览，吸引了社区居民驻

足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赞美新时

代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弘扬了中华
民族清正廉洁传统美德。其中，苍劲有
力的《翰墨歌盛世》抒发了社区党员对党
的感恩；意境深远的《养浩然正气》展现
了社区党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精神
境界。

“这些书法作品主题明确，笔法刚劲
有力，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蕴含
着一股浩然正气，让人受益匪浅。”一位
社区工作者说，这些作品也激励她时刻
牢记党的恩情，严格做到廉洁自律。

桂溪街道纪工委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书画作品、摄影作品与廉政文化建设
相结合，深受党员干部及群众的欢迎，将

更好地推动廉政文化走入群众，走入基
层。桂溪街道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廉
政教育活动，让辖区党员群众在寓教于
乐中感受廉政文化，进一步增强基层党
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防腐拒变的能
力，营造思廉、守廉、倡廉的廉洁文化氛
围，以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优良政治生
态，迎接建党100周年。

迎百年华诞扬清廉正气

成都高新区桂溪街道举行廉政书画摄影作品展

近日，接过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后，今年90岁的周克德激动
不已。这位白发苍苍、党龄72年的老人，
曾参加过解放战争，荣获解放华中南纪念
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等。新中国成立
后，他耕耘公路养护一线，直至退休。

6月28日下午，周克德和前来探望
他的成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年轻党员们促膝长谈，追忆峥嵘岁月，并
叮嘱年轻党员们要讲党性，诚实守信，以
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发展建设中。

峥嵘岁月
17岁参加八路军

“八路军来到我家乡时的场景，永
远忘不了。”6月28日下午，在成都市新
津区武阳西路一老小区内，周克德坐在
窗前，阳光从他的白发间穿过，落在报
纸上，“我看看今天的新闻里都说了什
么。”见单位的年轻党员们前来看望他，
周老立马站起来招呼大家坐下。

“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年轻的时
候。”一阵寒暄后，周老讲述了他从军入
党的经历。1947 年春节刚过不久，一
支八路军队伍来到周克德的老家——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的一个村庄。“当
时觉得八路军军纪严明，和大家相处得
很好。”他说。

年仅 17 岁的周克德自愿入伍，参
加了解放战争。“和我同一批入伍的老
乡，有的在炮火中牺牲了，有的打散后

就再没见过面。”他说，最艰难的时候，
大家只能靠喝水充饥，“不少村民发现
后，还特地给我们送来粮食，这个恩情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战争的硝烟中，1948年，刚满18
岁的周克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荣获纪念章
笑言自己也是“90后”
新中国成立后，周克德最终安家在

四川。“1980 年，我到四川温江公路养
护总段新津段工作，担任过副段长。”他
说：“哪里有需要，党员就该冲在前面。”

在公路养护一线，周克德专捡最
苦、最难的工作做，“别人不愿意接的，
我要接。”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做
好表率，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

收到“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后，

周克德十分激动，他说，“感谢党中央一
直记得我们。”

今年90岁的周克德笑言自己也是
“90 后”，并对前来看望他的年轻党员
说，“大家要诚实守信，多学习党史，提
高思想觉悟，心里更要装着人民，年轻
人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发展
建设中。”

成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一位90后党员说，“和周老的这次对
话，让我们更加了解老前辈的故事，也
从他的身上学到更多党的优良作风和
精神，虽然身处的时代不同了，但我们
的信仰和追求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牢
记老同志的谆谆教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摄影报道

九旬老党员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感谢党中央一直记得我们”

周克德（右二）和年轻党员们在一起。

壮丽史诗 伟大飞跃
四川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刘可
欣）6 月 7 日、8 日，2021 年全国高考
顺利举行……在6月26 日开展的“壮
丽史诗 伟大飞跃”——四川省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览上，
展出了一件关于恢复高考的关键文
物：邓小平就恢复高考问题致华国锋
的信。

这封信的内容是 1977 年 10 月 2
日，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呈邓小平审
阅的《〈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以及第二天
邓小平将这份报告送批华国锋的笔
迹。邓小平写道：此事较急，请审阅
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

“此事较急”四个字，体现了邓小
平对于恢复高考一事的急切。1977
年8月4日至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3位
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一起讨论科研该
怎么搞，教育要怎么办。在邓小平的
组织下，33名不同年龄段、来自不同学
校的学者畅所欲言，为中国教育事业
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效建议。也正是
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一锤定音，决
定于 1977 年冬天恢复高考。这也是
中国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

一封信改变数万考生命运
——恢复高考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

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