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社会 2016年1月5日 星期二 ZIYANG DAILY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资阳网 http://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APP：i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编辑 雷彬 版式 何芳

各车主（单位）：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年度车
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用于交通运
输节能减排 公路甩挂运输试点 老旧汽车
报废更新项目申请指南的通知》（财办建

〔2015〕13号)和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财政
厅《关于做好2015年度老旧汽车报废更新
补贴工作的通知》（川商建〔2015〕29号）要
求，现将2015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工
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发放范
围及标准

（一）201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
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使
用 10 年以上（含 10 年）且未达到规定的
使用年限的半挂牵引车、总质量大于
12000千克（含 12000千克）的重型载货车

（含普通货车、厢式货车、仓栅式货车、封
闭货车、罐式货车、平板货车、集装箱车、
自卸货车、特殊结构货车等车型，下同），
以及总质量大于 10000 千克（含 10000 千
克）且小于 12000千克的中型载货车。

（二）201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
间交售给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使
用 8 年以上（含 8 年）且不到 10 年的危险
品运输（机动车登记证书或机动车行驶
证上使用性质登记为危险品运输或危化
品运输，下同）半挂牵引车、总质量大于
12000千克（含 12000千克）的危险品运输
重型载货车（含厢式货车、封闭货车、罐
式货车、集装箱车、特殊结构货车等车
型，下同），以及总质量大于 10000 千克

（含 10000 千克）且小于 12000 千克的危
险品运输中型载货车。

无动力装置的全挂车、半挂车不属

于上述半挂牵引车、载货车范围。
补贴标准：半挂牵引车、重型载货车每辆
车补贴 18000元人民币，中型载货车每辆
车补贴 13000元人民币。

二、报废汽车业主（单位）领取补贴
资金应提供以下证件：

符合上述补贴范围的老旧汽车车
主，可按有关规定，凭《2015 年老旧汽车
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 6，从所
在地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联合服务窗
口领取，或从商务部网站下载）,《报废汽
车回收证明》（三联）原件，《机动车注销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报废车辆的机动车
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车主
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车主的个
人银行账户存折或单位账户开户证复印
件等凭证。

三、审核及发放补贴程序

各报废车主（单位）持以上证件到资
阳市行政服务中心财政局、商务局的一
站式服务窗口办理 2015年老旧汽车更新
补贴资金的申请手续。

各报废汽车业主（单位）必须在 2015
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1月 31日期间，办理
2015年度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手
续，逾期则不再办理申请手续。严禁弄
虚作假，套取补贴，一经查处，从严处理。

四、办理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
金工作地点及联系电话：

资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联
系人及电话：董 林 02826110222
资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商务局窗口联

系人及电话：刘琼英 18081696608
余 娜 18081696029

资阳市商务局 资阳市财政局
2015年11月13日

资阳市商务局 资阳市财政局
关于发放2015年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公告

《清水乡总体规划（2015—
2030 年）》规划方案已经资阳市
雁江区城乡建设勘察规划设计
室编制完成，即将报资阳市雁江
区人民政府审批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四
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有关规
定，在上报审批前向社会公告，
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现对《清水
乡总体规划（2015—2030）》进行
公告，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

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告时间：2016 年 1 月 5 日

—2016年 2月 4日
公告地点：清水乡人民政府
意见投递：请于公告截止前

将书面意见提交清水乡政府办
公室

联系电话：028—26060080

清水乡人民政府
2016年1月4日

清水乡总体规划（2015—2030）
规划方案公示

新华社天津1月 4日电（记
者 周润健）天文专家 4 日介绍
说，7日黎明时分，一轮残月将与
金星、土星、心宿二星齐聚东南
方天空。届时，只要天气晴朗，
公众就能欣赏到“三星伴月”的
天象奇观。

太 阳 系 八 颗 行 星 中 ，只 有
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能被
肉眼观测到。其中，金星距离地
球最近，光度最亮。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7 日清
晨 6 时左右，农历十一月廿八的
一线残月如一只小船飘荡在天
边，但“小船”并不孤单，因为有
三颗亮星相陪。其中，距离月亮
最近的是璀璨的金星，其亮度
达－4 等；在金星的下方是淡黄
色的土星，亮度 0.5 等。月亮、金
星、土星三者组成了“三角板”形

状。在“三角板”的右下方还有
一颗亮度为 1.05 等，呈赤红色的
星星，它就是天蝎座里大名鼎鼎
的心宿二星。在这三颗亮星的

“托举”下，“月亮船”稳稳地向上
航行，越升越高。

“随着时间的流逝，心宿二
星和土星会相继淡出天幕，只有
金星‘维纳斯’还痴情地‘坚守’
在‘月姑娘’身旁，直到天色完全
放亮。”赵之珩说。

天文专家提醒，公众要想目
睹“三星伴月”的天象，一定要早
起。另外，在观测时，建议用双
筒望远镜做巡天搜索，这样才能
更好地确定三星的位置。观赏

“三星伴月”的最佳时间在日出
前 30 分钟至 60 分钟。观测时要
选择空旷、视野开阔的场地，还
要避开城市灯光，用普通的双筒
望远镜或肉眼均可。

据新华社天津1月4日电（记
者周润健）1月6日6时8分我国将
迎来“小寒”节气，这标志着气候开
始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

专家表示，此时节虽然天气
渐渐冷起来，但年味也一日日地
浓烈起来，人们开始忙着写春联、
剪窗花，赶集买年画、彩灯、鞭炮、
香火等，陆续为春节作准备。

每年 1月 6日前后，当太阳移
到黄经 285 度时，便是小寒季节
的开始。气象专家表示，虽然从
字面上理解，大寒要比小寒冷，
但在气象记录中，小寒往往比大
寒冷，因为小寒节气正处在“出

门冰上走”的“三九”寒天。民谚
有“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小寒
大寒，冷成冰团”的说法。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说，
此时节，天气寒冷，一定要做好
日 常 养 生 保 健 和 防 寒 保 暖 工
作。可适当进补和锻炼，增加身
体抵抗力，改善自身身体素质。

“‘小寒’节气中有一项重要
的民俗就是吃‘腊八粥’。”专栏
作家、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
说，“腊八为新年的前奏，过了腊
八，春节的序幕也就拉开了，人
们也开始‘忙大年’了。”

→→20152015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日，，雁江区东峰镇第三雁江区东峰镇第三
届农民运动会在该镇骑届农民运动会在该镇骑
龙村健身活动广场举龙村健身活动广场举
办办。。2727 个村个村（（居居））组成组成
1414支队伍参加项比赛支队伍参加项比赛。。

陈世胜陈世胜 秦铭秦铭 本报本报
记者记者 曹礼芹曹礼芹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11月月 11日日，，全国全国
冬泳日系列活动冬泳日系列活动（（成成
都站都站））暨暨 20162016年成都年成都
市第市第 3232 届冬泳比赛届冬泳比赛
在成都猛追湾游泳在成都猛追湾游泳
池精彩上演池精彩上演。。我市我市
游泳协会的游泳协会的 4242 名游名游
泳队员经过顽强拼泳队员经过顽强拼
搏搏，，取得了团体总分取得了团体总分
第第 66名的成绩名的成绩。。李耿李耿
获得男子获得男子 4141--4545岁组岁组
蛙泳第一名蛙泳第一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佳音胡佳音 摄摄

7日黎明
天宇将上演“三星伴月”奇观

6日6时8分“小寒”：
“三九”到来 年味渐浓

记者在安岳县市政建设监察管理所
了解到，该路段以前只是通乡公路，2013
年随着城区面积扩大，纳入了规划区道
路。当时住建局进行过一次拓宽维修，
由于某些原因路口一直没有完全修好。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南路并没有验收
交付作为市政道路进行管护，我们也没
有造该路段的维修预算，因此没有维修
资金。”

随后，记者前往县住建局了解具体
情况，该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2013 年，
该路纳入规划区道路后，住建局对安南
路口至桂荷半岛段混凝土路面实施了拓

宽维修，但安南路口根据道路需要需降
低坡度施工，住在路边的一住户以降低
坡度影响他家房屋为由阻止施工。虽然
做了思想工作，但该住户一直不同意降
低坡度施工，所以该路口一直没有进行
混凝土路面拓宽维修。

记者问及为何不在原路基上修复时，
该工作人员说：“安南路路口道路狭窄，不
具备半幅施工条件，一旦施工车辆将无法
通行。”他同时表示，等安岳大道修好后，这
节段路就可以封闭施工了，车辆到时候可
以绕行安岳大道去城南。

本报记者 孙正良

1月 4日，记者从四川省环境
监测总站获悉，这场“霾伏”即将
划上句号。6 日左右，受冷空气
前锋影响，四川省由北向南空气
质量将有一次改善过程；7日，受
强冷空气影响，将结束本次污染
过程。

等霾走的这两天，还是要戴上
口罩。截至 4日 16时，四川 21个
市（州）中，仍有 16个遇霾。绵阳
为重度污染，自贡、德阳、遂宁、南
充、广安、达州为中度污染，成都、
泸州、广元、内江、眉山、巴中、资阳
为轻度污染。 据华西都市网

2015 年 12 月
23日，网友“单

亲妈妈”在资阳网
（http://www.zyrb.
com.cn）网络问政
直通车“我有话对安
岳县委书记、县长
说”栏目发帖称，安
岳外南街至城南的
路口路面凹凸不平，
塌陷严重，影响群众
安全，希望市政早日
修复。带着网友反
映的问题，记者进行
了调查采访。

现场 烂路主要位于坡面，过往三轮车主推车上坡

2015年 12月 29日，记者来到网友反映
的路段看到，该路段为安南路的路口，位于
城乡结合部，是前往岳源、朝阳等乡镇的必
经之路，人流、车流量都比较大。除了电瓶
车、私家车等过往频繁，时不时还有一些重
车及罐车通过，道路两边分布着多家商
户。烂得比较严重的路段大部分处在一个
落差有几十公分的斜坡上，总长度也就 10
米左右，路面已经被过往车辆压出了两道
10 多公分深的沟壑，过往车辆稍不注意就
会倾斜严重，看上去很是危险，人力三轮车

主则只能推车上坡。
一位客运司机告诉记者，天天都跑这段

路，遇到最多的就是堵车。前不久，有天早上
堵了一个多小时，两边行人都无法通过。

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
个地方路又烂又窄，但是车多人又多，很
多时候都不好避让，雨天出行不小心就被
溅一身的水，还时常出现擦挂事件。

一位店铺老板告诉记者：“希望政府相
关部门积极协调，把问题解决了，早点把这
个路口修好，我们也不用天天‘吸尘’了。”

部门 安岳大道修好后，将在原路基上进行路面修复

好消息！
终于等到风 雾霾7号走

↑↑20152015年年 1212月月 2626日日，，资阳市第二届武林大会在简阳市河东中心广资阳市第二届武林大会在简阳市河东中心广
场举行场举行，，来自全市各级武术协会来自全市各级武术协会、、民间社团和武术爱好者们汇聚一堂民间社团和武术爱好者们汇聚一堂，，
施展拳脚施展拳脚，，展示真功夫展示真功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涛朱涛 摄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记者 王立彬）记者 4 日从国土
资源部获悉，根据国土资源部与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

《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
的意见》，为促进自驾车、房车营
地旅游有序发展，国家将加快制
定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规划和
建设标准。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
司副司长窦敬丽说，针对自驾车
房车营地新业态特点，三部门提
出三条政策措施：按国务院相关
规定，强调加快制定自驾车房车
营地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要求；
防止环境污染，强化用地供应与
规划管理，确保营地建设运营与
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明确自驾
车房车营地项目用地的用途管
理、供应方式和使用年限。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蚂蜂窝旅
行网《全球自由行报告2015》，自由
行已成为国人最主要旅游方式，市
场增速达全球 3倍。自由行一二
线城市稳步增长，三四线城市增长
惊人，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相对不发
达地区进一步扩散，从一线城市向
二三线及以下城市蔓延。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
意见》，我国将加快自驾车房车
营地建设，制定全国自驾车房车
营地建设规划和自驾车房车营
地建设标准，明确营地住宿登
记、安全救援等政策。支持少数
民族地区和丝绸之路沿线、长江
经济带等重点地区建设自驾车
房车营地。到 2020年，鼓励引导
社会资本建设自驾车房车营地
1000个左右。

我国加快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
2020年或达1000个

↑↑20152015年年 1212月月 2929——3030日日，，市水投公司举行首届市水投公司举行首届““毗河杯第一届运动会毗河杯第一届运动会””，，全全
市毗河供水工程的建设者们开展了篮球市毗河供水工程的建设者们开展了篮球、、乒乓球乒乓球、、羽毛球羽毛球、、拔河四个项目的比拔河四个项目的比
赛赛。。图为篮球比赛现场图为篮球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勇王勇 摄摄

网友：这段路硬是烂得伤心
部门：居民阻挠降坡扩路，将在原路基上修复

报网互动
资阳网 http://www.zyr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