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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宴会

厅顶楼雨棚改造工程已由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业主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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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

厅顶楼雨棚改造工程；
2.2 建设规模：详见工程量清单；
2.3 工程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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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厅
顶楼雨棚改造工程全部内容招标（详见工程量清单）；

2.5 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 计划工期：30个日历天；
2.7 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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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条件：
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且在有效期内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或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针
对本项目配置人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造工
程师（房建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且提供本项目
经理在职1年内社会保障缴纳记录，该人员相关职业
证书锁定在该项目。

3.1.2业绩要求：
近 3 年，响应人至少具有 2 个装修面积不低于

800平方米，金额不低于 60 万元的总包装修装饰类
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作为
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能体现满足以上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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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12 日、15
日、16 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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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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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1日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宴会厅顶楼雨棚
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员

工食堂改造工程已由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建 设 资 金 来 自 业 主 自 筹 ，项 目 出 资 比 例 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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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食堂改造工程；
2.2 建设规模：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2.3 工程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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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食堂改造工程全部内容招标（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
纸）；

2.5 标段划分：本工程共 1 个标段；
2.6 计划工期：20日历天；
2.7 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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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条件：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国家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提供针对本项目配置人员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建造工程师（房建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且提供本项目经理在职 1 年内社会保障缴纳记
录，该人员相关职业证书锁定在该项目。

3.1.2业绩要求：
近 3 年，响应人至少具有 2 个装修面积不低于

200平方米，金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总包装修装饰类
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作为
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能体现满足以上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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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12 日、15
日、16 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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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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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1日

四川星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员工食堂
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上接04版）
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
前进。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
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概括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分析新时
代党面临的形势、面对的风险挑战，从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
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
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
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重点总结九年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
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强调
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
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
史意义”。在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和重大成就基础上，以更宏阔的视
角，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党
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
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
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
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阐述党对中
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
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
的历史性贡献。这五条概括，既立足中华
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
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

践逻辑。
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

史经验”。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
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
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
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
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
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
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
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
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
根本途径。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
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
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
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七部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调全党
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
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强调必须永远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强调
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
本大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勿
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
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同志们！审议通过这个决议，是这次
全会的主要任务。大家要贯彻落实党中
央要求，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深入思
考、深入研讨，聚精会神、集思广益，提出建
设性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
把决议稿修改好。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能源保供、粮食储备、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整治……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经济热点
能源保供稳价形势如何？粮食储备

供应是否充足？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
动怎么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近期
经济热点。

能源保供稳价成效日益显现

孟玮介绍，随着煤炭保供稳价政策
措施逐步落实，成效日益显现。

煤炭产量较快增加。10 月份全国
煤炭产量3.6亿吨，同比增长4%。从调
度情况看，11月以来煤炭产量仍在稳步
增长。

电厂存煤持续提升。10月份以来，
统调电厂供煤持续大于耗煤，存煤加快
回升。11月14日，电厂存煤1.29亿吨，
月底有望超过 1.4 亿吨，目前可用 22
天。其中，东北三省统调电厂存煤超过

1400万吨，可用天数达到31天。
煤炭期现货价格大幅回落。10 月

19日以来，郑商所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
连续多日下跌，11月15日收于809.6元/
吨，较10月19日高点下跌59%；秦皇岛
港 5500 大卡动力煤现货平仓价降至
1095元/吨左右，降幅超过1000元/吨，
晋陕蒙主产区煤矿坑口价降至 900 元/
吨以下。

进一步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

孟玮说，预计今年全国粮食产量将
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为国内
粮食市场供应奠定坚实基础。

“从粮食储备供应看，总量充足。”她
介绍，政府储备规模稳中有增，结构和布
局不断优化；企业商品库存增加较多，小
麦和稻谷商品库存均同比增加 50%以

上，防范风险能力有效增强；36个大中城
市主城区及市场易波动地区的地方成品
粮油储备达到15天及以上市场供应量。

孟玮表示，为确保粮食安全稳定供
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加强耕
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实施新一
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实施国家黑土
地保护工程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完善
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加大奖补力度，让农民种粮有钱挣、
让主产区重农抓粮不吃亏；坚持分品种
分区域施策，灵活安排政策性粮食投放，
适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调控；指导中
央和地方各级储备企业把握好轮换节
奏，切实发挥储备吞吐调节作用；推动进
口来源多元化，改善进口商品供给，推动
国内市场供给优化。

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虚
拟货币“挖矿”治理专题视频会议，通报
虚拟货币“挖矿”监测和整治情况，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近日印
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
知，明确加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下
游全产业链监管，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
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

孟玮说，下一步，将以产业式集中式
“挖矿”、国有单位涉及“挖矿”和比特币
“挖矿”为重点开展全面整治。对执行居
民电价的单位，若发现参与虚拟货币“挖
矿”活动，将研究对其加征惩罚性电价，
形成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高
压态势。（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