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招标人，
拟对四川日报报业集团Cn国际文化交流空间·
封面数字艺术空间施工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确定施工单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 项目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Cn国际

文化交流空间·封面数字艺术空间施工工程项
目。

1.2 工程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梓潼桥正街
与福兴街交叉口东北50米。

1.3 工程规模：施工面积 180.84 平米、
LED外墙50平米及安装调试

1.4 资金来源：自筹。
1.5 工期要求：30天
2、投标人资格要求
2.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2.1.1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1.2须同时具有①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②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2.1.3信誉要求：未处于财产被接管、查封/
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
关行政处罚期间；

2.1.4 财务要求：近 3 年（2018 年至今）或
成立至今（成立不足3年的）无亏损；

2.1.5 类似业绩要求：近 3 年（2018 年至
今）已完成项目共不少于1个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是指:2018年1月1日（含1月1
日）后单个合同金额200万元以上，且已完工
的室内装修装饰工程项目业绩。

2.1.6 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专业二级及

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须为投标人本单位人
员)，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

2.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2022年1月13 日至

2022年1月19 日，每日上午 9：00时至12：00
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北京时间），在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层B
区集团总经办持下列证书（证明）领取招标文
件。

3.1 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以上证件收原件（须加盖公司、企业等公
章）；

3.2 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
料验原件，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

3.3 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4、投标文件的递交
4.1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2022年2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 时至
16：00时（北京时间）。递交地点为：四川成都
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层
B区集团总经办。

4.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上述指定地点
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
6、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底女士
电 话：028-86968193

2022年1月12日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Cn国际文化交流空间·封面数字
艺术空间施工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举办的“迎
冬奥·冬游四川上封面”暨“四川十大冬游
胜地”系列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连
日来，在活动的“免费游”板块中，封面新
闻联合峨眉山、蒙顶山、成都融创乐园、西
岭雪山、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等多个省
内热门景区，为网友提供景区门票、温泉
票、滑雪票、观光车票、索道票等免费冬季
体验产品，吸引无数人参与。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1月13日，为
回馈广大封面新闻APP用户，此前已送
出一大波福利的雅安二郎山喇叭河景区、
王岗坪滑雪场、成都龙泉驿金龙长城、广
安五华山旅游区“返场”，以抽奖送票的形
式，邀请大家免费登高望远、观景滑雪。
抽奖活动时间从1月13日傍晚6点持续
至1月16日24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
5次抽奖无需积分，封面新闻APP新老用
户均可参与。

经过一年多的闭园修复，位于雅安市
天全县的二郎山喇叭河景区于今年元旦
节重新开园迎客，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大熊
猫栖息地、二郎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景区内生态环境保存完整，动植
物资源极其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0%以
上，集高山峡谷景观，高原山地地貌，飞瀑
叠溪，日出云海，四季高山花卉，野生猴、
鹿等自然资源于一体，形成了以山地体
验、森林观光、野生动植物观赏等为主题
的自然旅游资源特色。

北京冬奥会已进入倒计时，滑雪正成
为大家耍雪、亲子游的热门体验项目。王
岗坪景区被誉为“星空下的雪山盛宴，云
端上的度假天堂”。景区海拔从1000米
至3660米，从雪山到草甸、悬崖到台地、
云瀑到雾凇，春夏秋冬，景色各异，造就了
王岗坪“最美景观滑雪场”。你在拥抱大
自然，畅快滑雪、戏雪的同时，还能观赏贡
嘎雪山、星空云海。

想要看飞雪、冰凌、雾凇？冬季的广
安五华山旅游区不容错过。五华山旅游
区面积达1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1000
米，森林覆盖率达90%，以“峰秀、水清、
林美、树奇”著称，先后荣获“四川省森林
康养人家”“四川省十大康养目的地”等荣
誉。景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众多网红
打卡体验项目，成为川渝地区新兴的旅行
度假打卡胜地。

新年伊始，邀上家人朋友登高望远，
也是冬游四川的不错选择。位于成都市
龙泉驿区龙泉山森林公园的金龙长城景

区，毗邻4A级旅游景区洛带古镇，属于
成都1小时商圈，游玩方便。据悉，金龙
长城目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长城主题文
化创意景区。隆冬时节，金龙长城银装素
裹，林间遍是玉树琼花。

抽奖活动如何参与？据活动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载封面新闻APP，注
册后即可参与抽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叶海燕

抽奖规则：
1.封面新闻客户端注册用户，进入封

面新闻APP→个人头像→积分商城→冬
游四川上封面，每天可免费抽奖5次。

2.免费抽奖额度用完后，用户可使用
100积分/次继续参与抽奖，每天可使用积
分抽奖5次，未抽中奖品积分不退还。

3.抽中奖品后会获取商品【券码】，请
注意保存。

4.券码查询方式：封面新闻APP积分
商城右上角-兑换记录-获取奖品详情
页。

5.中奖用户在商品使用期限内，凭兑
换券码至景区兑换通行门票，1个券码仅
限使用1次。

6.若有使用工具或其他违法违规方
式参与活动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参与
资格，并取消或收回奖品，同时对账号进
行封禁处理。

如 有 疑 问 ，请 拨 打 服 务 热 线 ：
028-86969008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封面新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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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根据工作需要，四川欣闻报刊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现就四川区域内美团骑手灵活用工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招标条件的
单位报名参与本次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欣闻报刊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
2.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四川传媒大厦9楼B区；
3.招标内容：公司美团骑手的灵活用工服

务外包。
4.项目服务期限：2022 年 2 月 1 日-2022

年12月31日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资信良好（投标
人开户银行出具资信证明）；

2.持有有效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的经营
范围包括本次招标项目

3.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依法缴纳
税收的纳税证明；

4. 未 被 列 入“ 信 用 中 国 ”（www.
creditchina.gov.cn）等信息公示网站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等当事
人名单；

5.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处于财产被
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6.本次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四、报名所需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授权委托书需附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身
份证复印件），以上材料需交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以上证
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

川传媒大厦12楼B区；
2.报名时间：2022年1月17日至21日，上

午9：30—12：00，下午2：30-17：30。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 年 1 月 25

日上午9：30—12：00，下午2：30-17：30，本项
目接受邮寄送达，逾期送达的，将被招标人拒
收,本项目不接受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递交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
传媒大厦12楼B区总经办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底女士
联系电话：86968193

2022年1月14日

招标公告

封面新闻用户均可参与抽奖

观景滑雪喇叭河等四大景区“返场”送福利

二郎山喇叭河景区银装素裹。

多家市场、供应企业“打包票”

春节期间
成都“菜篮子”等供应充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虎
年春节临近，成都市民关心的蔬
菜、肉类以及米面粮油的供应情况
如何？1月13日，成都两大批发市
场、菜市、粮油企业等相关负责人
齐聚一堂“打包票”，确保春节期间
成都“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
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让市民过年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月 13 日上午，负责“米袋
子”“菜篮子”保供的成都益民集
团举行了2022年春节保供媒体
通气会。春节期间，成都益民集
团所属的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和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
将确保土豆、萝卜等66种蔬菜供
应总量约 8.4 万吨，日均供应量
约 1.2 万吨。目前，两大批发市
场已储备土豆等66种耐储蔬菜
约 2.1 万吨，春节前储备量将达
到3.7万吨。

对于大家关心的肉类保障，成
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副总经理
李瑾表示，通过组织商户调配货
源，将确保春节期间猪肉总供应量
约1120吨，日均供应量约160吨，
目前已储备猪肉约300吨，春节前
储备量将达到约500吨。

在其他肉类方面，成都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春节期间可实现鸡
鸭兔、牛羊肉、水产海鲜等猪肉替
代品供应总量约7000吨，日均供
应量约1000吨。

中际集团党委副书记朱晖表
示，将提前做好猪牛肉的资源调
集、运力保障及市场配送，春节期
间单日可为成都提供300余吨猪
牛肉产品。

此外，据成都粮食集团副总经
理黄曦介绍，成粮集团商品成品粮
油本地库存共计415吨，其中大米
350吨，面粉5吨，食用油60吨，春
节期间可随时调用，并与成都9家
粮油生产厂、贸易商达成成品粮油
合作意向，可调用成品粮油约
22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