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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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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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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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喔喔喔、喔喔喔……”随着鸡场
老板张建的呼唤声，斗志昂扬的公鸡
从鸡栏冲出竞相抢食，一幅充满生机
的产业画卷出现在眼前。近日，记者
从简阳市获悉，当地平武镇高坡村通
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瞄准休闲观光
农业发力，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张建是高坡村的致富带头人，在发
展产业上眼光长远，一整座山头的柑橘，

近万只鸡……产业版图从养殖到销售，
不断扩大。

张建告诉记者，目前他主要靠出售
跑山鸡和鸡蛋给周边区域的商超实现增
收，同时还带动了十几户村民加入到柑
橘种植产业中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
取把家乡变得更好嘛。”

这是高坡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
切面。被确定为四川省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村后，该村“两委”与乡村振兴
工作组一道齐心协力将政治功能、组
织优势转变为发展动能，瞄准休闲观
光农业的发展前景，成立了集种植、
销售、采摘、休闲为一体的土地股份
合作社。

如今，合作社发展成效初显，特色产
业蓬勃兴起……这条引领乡村振兴的致
富之路正在发挥应有的效能。

“我们紧扣‘建强集体、建出活力、建
好振兴’目标，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同时带领村民
在走新路、开新局上多点发力，向着全面
实现乡村振兴砥砺前行。”高坡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张义生表示，下一步，将利
用天然的环境优势，引入新品种，新建虾
筢塘生态观光旅游点，增强市场竞争力，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村民通过务工
增收。

据了解，该项目完全建成后，能直接
融入高坡村的旅游观光产业链，促进村
集体持续增收，同时村民可以通过资金、
土地、劳务等方式入股，并参与分红，也
可以根据需求学习销售或者通过参与建
设增加收入。此外，高坡村还准备与有
实力的蔬菜经销商合作，发展“订单式”
农业，保障农民稳定增收。鸡场老板张建在喂养土鸡。

华西都市报讯（傅泽瑞 吴蔺璧 记
者 李华刚 摄影报道）“八月瓜，九月炸，
十月打来诓娃娃。”这是生活在泸州古蔺
的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

童谣里的八月瓜，是生长在深山中
的一种野果。八月瓜虽甜，但生在深山，
长在深山，却很难走出深山。近几年来，
在古蔺县大村镇赞台村，八月瓜已经悄
悄开始了它的“出山”之路。

每到农历八月，形如肾脏的八月瓜
就缠绕在灌木之上，只见一排排瓜架上
枝繁叶茂，长势喜人。

而当地种植大户王泽，就是那个让
深山甜瓜走出深山的人。

王泽从小就喜欢上山摘八月瓜吃，
炸开了口的八月瓜圆润鲜嫩，咬上一口，

汁多香甜、细腻可口，让人回味无穷。
2017 年大学毕业后，王泽回乡，看到家
乡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他想把这些闲置
土地利用起来。究竟该怎么利用呢，他
想到了最爱的八月瓜。

八月瓜是生长在深山里的野果，如

何才能让它走出大山呢？一番思考之
后，王泽尝试着将它人工批量种植。

从最开始的租地、开荒、打窝下苗，
到后面的拉网锄草、打药剪枝，王泽全程
参与，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多次
研究和尝试，他种植的八月瓜个头明显
更大、口感更甜。

“八月瓜全身都是宝，青果可以做
药材，果皮可以做成果茶，籽还可以榨
油。”除了直接食用外，八月瓜还可以
做成瓜果酱、瓜面膜、瓜冻干粉等一系
列深加工产品。王泽还了解到，八月
瓜营养价值丰富，富含多种氨基酸和
维生素 C。

“这是我种植的第三年了，每亩地
每年的收益能够达到一万多元。”9 月

初，王泽接了个 1 万斤的订单，大家忙
着采摘果实，整合装箱，到处都是忙碌的
身影。

随着八月瓜种植基地名气越来越
大，很多人慕名前来回味童年的甜蜜味
道。“今天特意来买八月瓜，家里面的人
都比较喜欢吃，不仅好吃，还可以自己动
手采摘，非常有乐趣。”游客张浪说。

据了解，王泽共种植八月瓜100亩，
2019 年开始挂果，进入盛产期，亩产量
达 2000 斤，均价为每斤 8 元，亩产值可
达1.6万元。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村民发展思路
的转变。未来，王泽打算进行八月瓜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周
边村民一起发展，共同致富。

喜获丰收的八月瓜。

让野果批量化种植

古蔺县赞台村农户将八月瓜变成了金果果

瞄准休闲观光农业精准发力

简阳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