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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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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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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木地板采购及安装工程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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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工程；
2.2建设规模：详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
2.3交货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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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工程全部内容招标，原有地毯的拆除及
处理、障碍物的搬离、地板安装、及地板安装完后障碍
物的恢复及售后服务；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计划工期：60日历天；(因星光花苑酒店为政

府征用入境旅客医学观察酒店，客房主楼木地板安装
时间待政府隔离解除后再进行施工。非隔离区域安
装至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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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投标人业绩要求：已完成或新承接1个木地

板采购及安装类业绩（业绩需提供中标（选）通知书或
合同协议书)。

3.1.4所有产品需提供样品一份。（详见招标文件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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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30日、10月
8 日、9 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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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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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女士
电 话：028-84859419 15108272444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布草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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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草采购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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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该项目的布草采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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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草采购项目；
2.2 采购内容：详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

求；
2.3交货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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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招标范围：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布草采购项目全部内容招标及售后服务；

2.5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后30日历天内完

成供货；
2.7质量要求: 提供的每项产品，需具有国

家认可的专业认证和质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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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投标人业绩要求：已完成或新承接的

项目共不少于1个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是指：已完成或新承接的布草采

购类业绩（业绩需提供中标（选）通知书或合同
协议书)。

3.1.4部分产品需提供样品一套，详见招标
文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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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时间：2021 年 9 月 29 日、30 日、
10月8日、9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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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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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女士
电 话：028-84859419 15108272444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四川、重庆
是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延续时间最长、分
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各具特色的石窟造
像遍布巴蜀大地，以唐宋年代居多。

目前，四川现存石窟寺（含摩崖造
像）2134处，数量为全国第一。其中，
在资阳市雁江区，有一尊雄伟的摩崖
造像——半月山大佛，高22.24米，是
四川第三大坐佛，也被称为乐山大佛
的“三弟”。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来到资阳市雁江区，探寻半月山大佛背
后的“秘境”故事。

开凿于唐代
是四川第三大坐佛

半月山大佛位于资阳市雁江区
丰裕镇，因坐落于山形似下弦月的
半月山而得名。从雁江城区出发，
大 约 40 分 钟 车 程 ，便 来 到 半 月 山
下，沿途随处可见果农正在采摘成
熟的蜜柑。

从山脚仰望大佛，感觉其雄浑古
朴，正以平和的目光俯视大地。沿一
米宽的台阶拾级而上，经过百余梯后，
便来到大佛脚下，其上半身全部遮护
于窟内。

据资阳市雁江区文物管理所负责
人介绍，半月山大佛凿于半月山西坡
的半弧形石壁中，为弥勒佛倚坐像，
身高 22.24 米，胸宽 11.2 米，结构雄浑
古朴，气魄宏大。佛像面部丰润，双
耳垂肩，表情安详恬静，目光平和下
视，两手自然下垂，手掌抚膝，整个造
像比例匀称，神态自若，是四川第三

大坐佛。
记者注意到，和大部分大佛眼部平

面化处理方式不同，半月山大佛的眼部
刻画非常传神，富有立体感，且眼神专
注，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总能感到大
佛目光的注视。1991 年，半月山摩岩
造像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3月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成为雁江区首个“国
保”单位。

据考究，半月山大佛的建造历经
了漫长岁月。雁江区文物管理所负责
人说，根据最新发现的资料佐证，半月
山大佛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
元643年），工匠们开凿了150年，方在
悬崖峭壁上造出大佛雏形。此后工程

一度中断，到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
1131年），川南居士梅修率石刻大师周
义等人，为巨佛开凿眉目，直至完全竣
工。从凿窟伊始到呈现出大佛完整面
相，前后经历近500年。

少见的开口弥勒造型
大佛头顶曾现“佛光”

据史料记载，半月山大佛旁曾兴
建有寺院，取名大佛寺。如今，大佛寺
已荡然无存，唯有原寺院山门前的两
棵黄桷树尚存，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
郁郁葱葱。

“最特别的应该是半月山大佛的
嘴。”该负责人说，和乐山大佛有所不
同，半月山大佛的嘴是张开的，仿佛在
诵经，是少见的开口弥勒造型。

此外，三年前大佛头顶的天空还出
现过一道半弧型的五彩日晕，呈现“佛
光”奇观，也为半月山大佛平添了几分
神秘色彩。

2018 年 4 月 15 日，雁江区雨后初
晴，当地第四届长寿文化旅游节在半
月山山下举行。当天上午9时许，一道
半弧形日晕出现在半月山上空，色彩
绚丽的日晕与雨后湛蓝的天空形成强
烈对比，日晕正好出现在半月山大佛
上方，形成了“佛光”奇景，并持续了两
个多小时。

如今，半月山大佛周边已种植起数
万亩柑橘，每到柑橘成熟时，漫山遍野
的果实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购
买。而依托大佛和柑橘这两个特色，当
地提出打造“佛山橘海”景区，力争发展
成农旅融合的典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远扬

探访资阳雁江半月山大佛

号称乐山大佛三弟 曾现“佛光”奇景

资阳雁江半月山大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