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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及项目简介
成都勇士三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藏品数万件。其中藏品曾

赴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上海、杭州、北京、武汉、成都等地展
览，产生了具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海内外各大媒体均有介绍 。 今年为了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本公司将全世界最大重
500

公斤的水泥鎏金主席像章及尘封数十年不为人知的全川人民抗曰救国数百张老
照片、数百幅抗战老对联、抗战书信公开展览（海峡两岸及海外）、出版发行、影视
制作及演出、纪念品制作等。

二、邀标目的及要求
本公司诚邀项目策划和营销代理公司。

三、被邀标单位的条件
被邀单位应具有代理资质、营业执照、法人资格证。被邀单位应具备国际国内

丰富的项目策划经验和突出的营销代理业绩，有丰富的客户群或引进国际国内有
影响的企业合作运作上市，项目策划和项目产品销售代理实行捆绑，不可分割。前
述要求被邀标单位均需提供真实的证明文件（资料）。 被邀单位一旦中标，不得转

包，否则邀标单位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邀标单位的损失。

四、项目策划费和营銷代理费及支付
1

、本项目策划费和营销费打捆，被邀标单位自报其费。

2

、营销代理费和项目策划费标准和金额及支付方式在正式的委托合同中明确。

五、被邀单位提交成果及时间要求
1

、项目策划方案（含电子版及纸质版本）。

2

、项目代理营销方案（含电子版及纸质版本）。

3

、提交成果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六、邀标单位选定的优秀者为中标合作方，其成果的知识产权为邀标单位所有
七、邀标单位负责提供有关资料
八、邀标单位联系人

成勇（手机号码
13618060064

）

公司邮箱：

suren20001@sina.com

成都勇士三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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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五月十七日

成都勇士三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全川抗战老照片展 邀标函

外交部长王毅16日在北京同美国国

务卿克里举行会谈。

王毅欢迎克里访华， 指出中美作为

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 作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对国际社会有影响

的国家，有必要保持经常性的战略沟通。

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

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

繁荣。 希望国务卿先生此访将有助于增

进双方的协调与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王毅表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

都希望看到中美关系进一步好起来，但我

相信， 国务卿这次访华是为沟通而来，不

是为吵架而来，是为合作而来，而不是为

对抗而来。因为我们双方都清醒和坚定地

认识到， 中美之间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

我们要维护和拓展的共同利益也远远超

过分歧。为此，双方应共同努力，加强战略

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

感问题，确保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王毅强调，应奥巴马总统邀请，习近

平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今年中美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必

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为深化两国

在双边及国际舞台上全方位合作产生重

大和深远影响。中美双方要密切协调，共

同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访问取

得圆满成功。

克里赞同王毅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双

边关系。美中两国是最大经济体，在越来

越多的领域开展符合两国利益的合作，

在伊朗核、朝鲜半岛、埃博拉等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

力争取得实在成果

克里表示， 今年对美中双边关系十

分重要。 习近平主席将应奥巴马总统邀

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领导人将

延续自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北京会晤以

来的战略性沟通。 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

力，确保访问成功并富有成果。双方还有

机会通过将于6月举行的美中第七轮战

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人文交流高层磋

商、 以及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框架内进

行密切沟通和合作， 向国际社会发出美

中关系的积极信息。双方要共同努力，通

过这些重要交往和合作， 力争多取得一

些实实在在的成果。

克里表示，回顾10多年前的美中关系，

当时双方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远没有现在这

么广泛和深入。今天，美中在一系列地区和

全球性问题上开展了密切而有效的协调合

作，双边各领域合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美

中两国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 经济总量占

全球三分之一，贸易额占全球五分之一，因

此如果没有美中两个大国的协调合作，世

界上很多事情都难以办成， 美方愿与中方

进一步加强在双边、 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对

话合作，增进两国和国际社会的福祉。

共同探讨亚太和谐共处

王毅介绍了中方今年举行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相关考虑， 强调纪念活动旨在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辟未

来。克里表示，美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双方表示致力于进一步深化经贸合

作，加快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方希望美

方采取实际步骤， 放宽对华民用高技术

产品出口管制。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两军关系良好发

展势头， 保持两军高层交往和相关领域

交流合作， 落实好两军增进互信的相关

机制建设。

双方同意加强反恐、司法、执法等领

域对话合作， 包括努力探讨在追逃追赃

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双方愿继续就伊朗核、 朝鲜半岛局

势、阿富汗、埃博拉疫情防控等国际地区

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不断丰富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内涵。

双方同意就亚太事务加强沟通，共

同探讨中美在亚太和谐共处、合作共赢。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

的沟通协调， 共同推动今年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取得成功。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 西藏、香

港、网络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主张双方

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建

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

原则立场，强调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呼吁包括美方

在内的域外国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

作用。

据新华社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器官，也

是唯一可再生的实质性器官。一块肝可

分成8个小区域，相当于8个“小房间”，

这次要切下的是2、3号“房间”。术后，

夏强才说，肝移植，得保证留下的能用，

切下的植得活，而且肝脏内血管胆道密

布，种种难度令活体肝移植成为外科手

术中要求最高和挑战最大的手术之一。

11：40， 医生取下了黄川1/5的肝

脏，迅速放到冰水混合物中降温，接着

灌注清洗，泡在器官保存液里。这次，医

生们遇到了一点“麻烦”：黄川的血管

变异，原本两条肝静脉要汇集成一条更

大的静脉，但它们没有汇集。

医生必须给肝的血管整形，正因如

此， 原本定于16：30结束的小淑群的肝

移植手术，一直持续到18:� 50。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嫌疑人被判死刑

美国联邦陪审团当地时间15

日下午宣布， 判处波士顿马拉松

爆炸案嫌疑人焦哈尔·察尔纳耶

夫死刑。

美国媒体报道称， 当天出庭

受审的焦哈尔·察尔纳耶夫为自

己辩护时说， 从一开始就没有打

算推卸对爆炸案应负的罪名，但

他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受其兄塔

梅尔兰的影响所致。

2013年4月15日， 波士顿国

际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

爆炸， 造成3人遇害、260多人受

伤，震惊美国社会。爆炸案嫌疑

人塔梅尔兰在逃逸途中与执法

人员交火时受重伤死亡， 另一

名嫌疑人、 塔梅尔兰之弟焦哈

尔随后在执法部门的全城大搜

捕中落网。

据新华网

埃及前总统

穆尔西

被判死刑

埃及开罗刑事法院16日对前

总统穆尔西作出死刑判决， 原因

是其参与了发生在2011年初的一

起越狱事件。

当天一同被判死刑的还包

括多名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

会）领导人，他们被指控在2011

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活

动时实施越狱并袭警。 该判决

书将提交给宗教领袖穆夫提，

由其依据伊斯兰教法对判决提

出意见。

2011年1月27日， 穆兄会宣

布将参加反对时任总统穆巴拉

克的抗议示威，穆尔西和穆兄会

其他一些领导人之后被捕。此

后，埃及发生大规模越狱，穆尔

西等人重获自由。穆尔西、其他

多名穆兄会领导人及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

巴嫩真主党成员被控共同策划

并实施了越狱行动，包括持械冲

击关押穆尔西的瓦迪·奈特伦监

狱等三所监狱、 绑架多名警察，

导致50多名警察和囚犯死亡、超

过2万名囚犯逃走并造成大量财

产损失。

除越狱案外， 当天法院还

对穆尔西所涉的间谍罪案件进

行了审理。 法庭指控相关被告

与境外组织勾结在埃及从事恐

怖活动， 并将国防机密泄露给

外国。在该案中，多名穆兄会领

导人被判死刑， 其中包括穆兄

会最高决策机构指导局副主席

海拉特·沙特尔，而穆尔西并未

获刑。

据新华社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

我相信你不是为吵架而来

8个月前， 他给了她生命；8个月后的昨天，他

用自己的肝脏再次延续了女儿的生命。 他是福州

80后爸爸黄川，她是他8个月大的女儿小淑群。

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近11个小时的手术后，爸爸1/5的肝“接”到女儿

体内，完全代替女儿的病肝“工作”，“重组”小淑

群的生命。

割肝

救女

12日上午8：20， 黄川取肝手术开

始。剖腹，露出肝脏，高频电刀划开，空

气中散发着微焦的味道。

8：50，手术中的“关键先生”夏强

登场。夏强是上海某医院肝脏外科的主

任，2006年完成了该医院第一例儿童活

体肝移植手术。昨天，小淑群的肝移植

是肝移植团队第378例儿童肝移植。护

士长说：“他的到来， 意味着供体手术

进入关键阶段。”

消毒间隙，夏强和记者简单交流了

几句，“很多人认为， 肝移植最重要是

要救活另外一条命，但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保

护供体的安全， 因为他

是健康人。换句话说，对

健康人动刀， 更不允许

失败！”说罢，他登台开

始手术。

4名医生低头忙碌。

切除肝脏时， 医生必须

把每一根主要血管都标

记一下， 动脉用红色的

悬吊带环绕， 静脉用蓝

色的，“出口”的肝静脉

则用黄色的， 这样才能

确保植肝时对接无误。

早上9：30， 一墙之隔的9号手术室

内，黄淑群病肝切除手术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中。爸爸的肝脏切下来后，很快送

到小淑群的身边。

12:10，小淑群的病肝被切除，进入

无肝期。 人太久没肝脏是撑不下去的，

这就要求医生必须争分夺秒。

医生从小淑群病肝里挖出了一条

血管， 补在爸爸血管变异的地方，让

其变成一条血管。接下来是“种肝”，

这是肝移植手术中的关键点。 儿童的

肝内血管很细， 但每一根血管都要缝

得很细致， 不能有丝毫的疏漏。 几名

医生轮流上台，花了5个小时，才完成

“种肝”。

术中和术后的两次超声检查显示，

小淑群新肝内血流正常充分，说明手术

成功。

18:50，手术终于完成了。

夏强告诉记者， 肝具有再生功能。

大人切除1/5肝后， 肝脏半年就会长到

原来的样子。 接受移植手术的孩子，不

仅能保命， 肝脏也会随之长到正常大

小，此后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可以跟

上。“儿童肝移植传递的不仅仅是器官，

更是一份来自亲情的最珍贵的礼物。”

据海峡都市报

术中突然发现

爸爸血管变异

“种肝”花5小时

手术成功

“对健康人动刀

更不允许失败”

12

日，黄川即将被推入手术室，他安慰妻子，“我进去睡一觉就出来了，别担心”

陕西淳化车祸

3名责任人被警方控制

陕西省淳化县境内15日发生

的大巴车坠崖事故， 目前有新的

进展。 车主梁利峰以及涉事公司

西安相伴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萌、

经理张海燕等3名相关责任人已

被警方控制。

15日下午15时30分许， 一辆

载有46人的旅游大巴在陕西省咸

阳淳化县仲山森林公园附近侧

翻，坠入30多米深的山沟。截至目

前，事故已造成35人死亡，11人受

伤， 伤员被转送到咸阳市的医院

接受治疗。

据咸阳官方披露，经初步调

查，该事件起因是西安相伴商贸

有限公司以培训讲座为名，雇用

4辆大巴车， 组织以中老年为主

的西安市等地民众进行淳化两

日游。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率工作组连夜

赶赴淳化， 指导有关部门开展事

故调查和处置工作。

据新华社

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