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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 2016 年 12月 25日第一版刊登
《资阳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出炉》一
稿中，配发的成都地铁 18 号线资阳线、
市区 1、2 号线主要站点示意图错误，该
内容应为成都地铁 18号线资阳线、市区
1、2号线的线路走向，即：

成都地铁 18 号线资阳线线路起点
位于天府新区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沿
临空经济区、幸福大道、仁德西路、南骏
大道、九曲河大桥、滨江大道、宝台大道，
线路止于资阳北站。

市区 1号线主线起点位于周祠村附
近，沿车城大道、新华路、广场路、娇子大
道、大千路、现代大道，线路止于城南片
区南部；支线起点位于龙汇购物广场，沿
雁城路二段、建设北路、迎宾大道，线路
止于城东片区希望大道。

市区 2号线线路起点位于城东片区
北端，沿蜀乡大道、蜀乡大桥、城南大道，
线路止于城南片区西端。

特此更正
资阳日报社编辑部
2016年12月31日

根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资阳农商银行）筹建工
作进展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资阳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决定召开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大会暨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创立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上午 9:30-12:00
（二）会议地点：资阳市格林博雅饭

店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参加人员：资阳农商银行全体

发起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报告》；

（二）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

（三）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四）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五）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六）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七）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选举办法》；

（八）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非职工监事选举办
法》；

（九）审议《关于提名资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提名资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的议案》；

（十一）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方针和 2017-2019 年
发展规划》；

（十二）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支持“三农”发展及 2017-
2019年涉农贷款比例规划》；

（十三）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非职工监事津
贴管理办法》；

（十四）审议《资阳雁江农村合作银
行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十五）审议《资阳雁江农村合作银
行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十六）审议《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改革过渡期间经营成果处
置分配方案》；

（十七）《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十七）审议《资阳雁江农村合作银
行 2015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十八）需由创立大会审议、表决的
其他事项。

三、出席会议的登记要求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发起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 17:00 前到资阳雁江农村合作
银行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预登记。

四、出席会议要求
（一）自然人发起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发起

人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二）企业法人发起人由法定代表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法定代表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企业法人发起人
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企业公
章的《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及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均
需加盖企业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

（三）代理人代理自然人发起人股
份（包括本人股份）之和，不得超过资阳
农商银行股本总额的 2%（1100 万股）；
代理企业法人发起人股份（包括本人股
份）之和，不得超过资阳农商银行股本
总额的 10%（5500万股）。

（四）报到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上午 8:20-9:20。

五、联系人
1.严 锦，电话：028-26608030，手

机：13778499579
2.李朗灵，电话：028-26608030，手

机：18628887211。
六、其他事项
如因特殊情况，会议时间和地点发

生变化的，资阳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
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工作小组

2016年12月31日

停电时间：2017 年 1 月 10 日
07：00—21：00

停电线路：10kV中百线#3杆刀
闸至侨兴大厦#28柱上开关之间线路

停电原因：城网改造
停电范围：大东街片区（长城超

市、房开司中城街西、党校、房开司
中城街东、鱼市口房开司西、鱼市口
房开司东、中医院、范晓良、大东街 1
公变、统战部、静苑小区、银都、脑科

医院、九眼桥公变、建东路 1 公变、
建东路 2公变等）

注：如遇下雨或其它特殊情况
停电时间顺延或延长，敬请广大用
电客户谅解，并做好停电准备。若
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
热线“9559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16年12月30日

2016年 12月 22日 10时 36分，安岳县
天林镇派出所接到电话报警称：在安岳县
天林镇南棚村 10组的垃圾池旁发现一女
婴，身上留有一张纸条，内容是：“因本人
无能抚养小孩，望好心人抚养，孩子出生
2016 年 6 月 3 日零晨 2 点”，2016 年 12 月
22日下午，由安岳县天林镇派出所工作人
员送至安岳县社会福利院。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安岳县社会福利院联系，联系
电话：028—24536110，联系地址：安岳县
岳阳镇学沟湾路 268 号。即日起 60 日内
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安岳县社会福利院
2016年12月27日

关于召开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大会暨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公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更 正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四川成安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所拥有车辆：川 MP2399（宝马 X3，
2015 年 10 月 脱 离 公 司 ）、川
MM2677（丰田普拉多，2014 年 7 月
脱离公司）、川M72532（本田CRV，
2015 年 9 月 15 日 脱 离 公 司）、川
M66791（别克 GL8，2015 年 2 月脱
离公司），川 MR0626（现代 ix35，
2011 年 9 月借与雁江区老君镇政
府），上述部分车辆现已不知去向，
并已超期未年检，处于脱保状态。

现公司声明：1.请上述车辆现
保管人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前归还
车辆至资阳金德管业维稳办公平
台，并请成安渝代表人员验收车辆、

钥匙、证照及相关配件收回，如有车
辆故障需维修或违章罚款需处理而
产生的费用由此间保管人负担（截
止 2016 年 12 月 16 日查询结果：川
MP2399，15 单违章，扣 54 分，罚款
4350 元；川 MM2677，1 单，罚款 100
元，扣 2分；川M72532，4单违章，扣
10 分，罚款 500 元；川 M66791，2 单
违章，扣 3分，罚款 250元）。

2.截止车辆归还本公司前产生
的任何交通违章及责任事故，由此
间实际保管人承担，本公司不承担
任何责任。

四川成安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30日

□ 本报记者 孙丹妮

1999 年 2 月，钟德彰作为专业技
术人才被我市引进至市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院，主要从事城市规划、测绘、
市政工程、建筑工程设计管理及工程
咨询等工作。2013年，钟德彰担任该
院院长。

在旁人眼里，钟德彰是规划设
计队伍中为数不多的经过生死考验
的高级专家。在从事资阳道路、桥
梁紧急规划设计中，因操劳过度患
上胆囊炎和肝血管瘤。他带病工
作，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靠意志
战胜病痛，工程最终如期施工。在
负责省委重大民生工程“2009 年藏
区牧民定居点规划设计对口支援工
作”中，钟德彰带领团队不仅要面对
藏区乡村道路崎岖、高原反应的困
难，还要克服灾后地震滑坡、飞石坠

落造成的多处伤痛。他们冒着生命
危险完成了 57 个村牧民定居规划，
让数万藏民住进了新居，藏民们也
为他和他的团队点赞。

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
在资阳城市规划、工程测绘学科方
面，钟德彰当起了带头人。在“723
建设”等 10 多项工程规划设计中，
坚持以科学规划引领、创新技术、提
升品质、节省能源的理念，完成了全
市各类规划项目 986 项、各类建筑
和市政设计项目 265 项；在测绘方
面，率先在资阳采用 GPS 技术开展
国家等级控制测量，带领团队实现

“手工制图→矢量化制图→全数字
化制图→网络化成图”的跨越，持续
开展数字城市（资阳）的基础空间数
据、仿真三维数字模型和低空无人
机倾斜摄影技术等研究，助推了资
阳城乡规划事业和经济发展。2005

年，钟德彰被市委、市政府授予“资
阳市第二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荣
誉称号，2013 年被省人民政府评选
为“第十一批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专家”。

一直以来，钟德彰严格坚守规划
设计民生工程、造福百姓生活的信
念。整治九曲河、改造城中村是资阳
历史上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担任院
总设计师的钟德彰带领全院职工日
夜奋战，为项目启动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保障。钟德彰等人共计完成九曲
河两岸 19 条道路 10 处景观规划，16
处排污规划设计，圆满完成“一城三
区”54 个重点项目设计，助力建成
18615 套保障性住房，改造城市棚户
住房 14063户、农村危房 21216户，使
1.18 万户拆迁群众、130 多户企业全
部和谐拆迁、幸福返迁，全面落实安
居、惠民。

巧手匠：规划民生工程造福百姓
——记市第二届领军人才钟德彰

人物名片

钟德彰：资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规划设计的《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白河乡芝麻
家村农房》获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一批
田园建筑优秀作品二等奖；《成都经
济区环线高速公路简阳至蒲江段征
地拆迁第 I 标段勘测定界测量》获全
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城市勘测
类）三等奖；《安岳县文化镇文化小区
农民集中居住区规划》获四川省优秀
城乡规划设计三等奖；《成都经济区
环线高速公路简阳至蒲江段征地拆
迁测量》获四川省优秀测绘工程银
奖。个人获第十一批四川省有突出
贡献的优秀专家和全省测绘系统先
进个人荣誉。

资阳日报微信

【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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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零时，渝蓉高速公路（G5013）即成安渝高速成都二绕东枢纽
互通至川渝省界段开通试运营。图为该段高速公路开通试运营发放第一
张通行卡。 吴坤忠 摄

聚焦养老养生领域 恒大旅游三项目江苏“齐上阵”

□ 本报记者 刘雨润

为进一步发挥资
源优势、深化政企合
作，12月30日，恒大
旅游集团分别与太仓
市、句容市签订合作
协议，打造世界顶级
童 话 神 话 主 题 公
园——恒大童世界，
与启东市签订合作协
议，打造集海洋公园、
水上世界等为一体的
文化旅游项目。同
日，恒大健康集团与
南京六合区签订合作
协议，将在南京打造
恒大养生谷。

分析认为，此次
签约标志着恒大将发
力旅游和健康养老两
大民生领域, 服务少
年儿童和长者两大群
体，进一步完善民生
产业体系。

政企合作 打造辐射全国的主题乐园

此次签约的太仓、句容、启东都是长三
角重点城市，正着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两个恒大童世界和海洋公园落成后
将辐射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预计年游客量
超3600万人次，年消费总额达400亿元，可
带来税收超22亿元，带动就业超23万人。

机构研究显示，我国少年儿童人群庞
大，随着近年该人群对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的需求日益增长，旅游在家庭教育中占
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目前国内契
合少年儿童游乐兴趣的旅游项目仍然缺
乏，特别是能兼顾该人群游乐需求与个人
素质提升的项目十分少见。据介绍，将在

太仓市、句容市打造的恒大童世界是专为
少年儿童打造，全球唯一做到全室内、全
天候、全季节的童话神话主题公园，刚好
填补儿童旅游项目缺失的短板。

据了解，该公园立足华夏五千年文
明，以中国历史、名著、神话、传说，古希
腊、古埃及、古阿拉伯、西欧等世界经典
童 话 神 话 为 背 景 ，规 划 有 六 大 主 题 区
——璀璨中华主题区、魔幻西欧主题区、
神秘古国主题区、探险南美主题区、漫游
海洋主题区与穿越太空主题区，这些主
题区域游乐设施结合多维空间骑乘、超
感仿真游戏、沉浸体感互动、全景动态观

览、特效魔幻演艺五大类游乐科技，将为
游客带来梦幻奇妙、科幻刺激的游玩体
验；同时，公园还拥有完善的配套——五
星级国际酒店、运动中心、文化娱乐城、
文创商业街、博物馆、世界多国温泉城、
世界植物珍奇馆等，建成后定将成为亿
万少年儿童心驰神往的顶级游乐胜地。

分析人士认为，恒大大力发展民生服
务业，高度契合国家战略，恒大童世界、海
洋公园及恒大养生谷服务少年儿童及长
者群体需求，提供世界顶级的产品和服
务，推动行业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造福老百姓的重大民生工程。

携手哈佛 创建“1+N”全新健康生活方式

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
调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
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
为重点，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
构，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
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

此次落地南京的“恒大养生谷”是
恒大健康布局全国的第二个项目。资
料显示，恒大养生谷首个项目已于今年
11 月底落户三亚海棠湾，项目周边拥有
包 括 解 放 军 总 医 院（301 医 院）海 南 分
院、32 家滨海酒店、蜈支洲岛等完善医

疗及休闲娱乐配套，涵盖高端医院和分
级医疗、社区医疗与养老、医学美容及
抗衰老三大核心服务，成为标杆性的健
康养生项目。

而此次将落地南京的“恒大养生谷”
是国际领先的健康生活圈，集全球大型养
老社区的精粹融为一体，创建全新理念的

“1+N”健康生活方式。“1+ N”中的“1”指
家，家以健康为本；“N”指围绕养老、养生、
医疗、抗衰老、医学美容、文娱、运动、天伦
之乐、多彩生活等不同生命阶段的健康关
注点，围绕养老产业提供科学、全生命周

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恒大健康携手哈佛布莱根医院等共

建国际医院，整合了国际顶尖的医疗技
术、设备和人才团队，将国际尖端技术及
药物等治疗手段引入国内，并共享其在
人类疾病的基础、临床和转化研究方面
已积累的成熟经验和领先医学成果，通
过医学、医疗、医药械“三医融合”，提供
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并通过分级医疗网
络将医疗资源延伸至社区，以系统化医
疗服务体系为恒大养生谷提供重要支
撑，满足老百姓健康需求。

项目考察。

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