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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2月16日电（记者
叶含勇）记者从成都市委今年第一
次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成都以 1
号文件的方式公布了 36 条人才新
政，力求以体制机制创新，最大限度
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力争 5年基
本建成全国一流人才强市。

从政策创新向体制机制创新跃
升，着力构建符合国家中心城市要
求的国际化人才制度体系，是成都
此次人才新政的最大亮点。为推动
人才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
率最优，“成都人才 36 条”向用人主
体放权，提出加快建设成都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成都国际人才城，大
力引进和培育人才服务机构，打造
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链。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团队），“成都人才 36条”要
求直接采用“一人一策”“一企一策”
方式给予扶持；对于在蓉创新创业 5
年以上且为成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的人才（团队），新规定提出通过集
合部门政策资源等方式给予综合扶
持。

为吸引外籍人才进驻，“成都人
才 36 条”支持中韩、中德、中法、中

古、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企业聘用世
界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优秀外籍应
届毕业生，支持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
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成
都国际合作园区直接就业创业。

如何为外籍人才来华工作提供
停居留便利？“成都人才 36 条”提出
的创新举措包括设立“成都人才计
划”外籍人才申报永久居留证服务
专员和服务特别通道，健全市级人
才落地签制度，试点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制度，减少申报材料、压缩审
批时限、优化服务流程等。

为进一步激励创新创业，成都
较早探索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
制、处置权和收益权“三权”改革，支
持按照不低于 70％的比例将科技成
果转化收益奖励科技人员。

在此基础上，“成都人才 36 条”
的新举措还有：在蓉高校、科研机构
2 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实施转化的科
技成果，可由成果完成人员或团队
自行运用实施；对在成都创新创业 5
年以上且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的高层次人才，将给予 100万元
奖励；建立《高层次人才名优产品目
录》，对入围产品在政府采购、宣传
推广等方面将给予支持。

成都出台“人才新政”

36条实招全球“抢”人

一
停电时间：2017年 2月 26日 07：00—21：00
停电线路：10kV 东黄线中交锦湾#1 分支

箱至#27杆之间线路
停电原因：城网改造
停电范围：毛家堰街、土地坝、马家巷（隧

道三处、红财商贸、欣科配变、托桥村 1、3、4.5
社，三合沙石、志明沙石经营部、、敬安君玻璃
厂 、沱桥安置房 、沱一桥安置房、沱二桥安置
房、阳源能源专变、区交通局、汇通楼、京龙建

司、物资局宿舍、师范校、南苑小区、伍隍园艺
场、堤防管理处赔偿房等）

二
停电时间：2017年 2月 28日 07：00—21：00
停电线路：10kv 中百线，10kv 孙城线城关

打字部#22柱上开关至 10kv中侨线侨兴大厦#
28柱上开关之间线路

停电原因：城网改造
停电范围：建设南路、和平路（东福小区、

城北十社、九眼桥公变、商业文化广场 、人民医

院、工商局、检察院、公安局、人民医院宿舍、建
行、和平路公变、川中大厦、建南路 1公变、百货
商场、水电局、公交公司、农行雁江营业站、运
管所、建南路 2公变、雁江三小、建南路 3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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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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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1角钱
地里只剩下约2万斤

进入石榴村地界，公路两侧的花
菜地里，成片的花菜根和花菜叶胡乱
地铺在菜地里，花菜哪儿去了？在 8组
村民严明家的院坝里，村民们正在将
花菜过秤装车。这车发往重庆，晚上 7
点前就能到达重庆蔬菜批发市场，8组
组长严昆说，10多天来，几乎每天都有
商贩来收购花菜，有的运到西安，有的

运到重庆和成都，多的两万斤，少的几
千斤。现在，地里只剩下大约两万斤
花菜了。

严昆告诉记者，2月 7日以来，媒体
记者很关心花菜销路问题，多次到石
榴村采访报道花菜卖不脱的事，村民
们很感激。说起今年下半年还种不种
花菜，村民张永福斩钉截铁地说：“要
种。”她认为，种菜肯定有一定的风险，
要“逢贵不撵，逢贱不懒”，去年的花菜
不就卖到好价钱了吗，最贵的每斤卖
到了 2元，最低的也是五六角。

对于今年花菜 1角钱 1斤的卖价，
村民们无奈地说，虽然价格很低，但终
归还是卖出去了，总比烂在地里强。村
民们告诉记者，2011年，石榴村的花菜
卖价最低达到了 5分钱 1斤，甚至没有
菜商前来收购，好多花菜烂在了地里。

花菜价格
为何如此低落？

蔬菜生产一头连着菜农，一头连
着餐桌。今年花菜价格暴跌的原因，

还是供大于求。如何保持蔬菜价格稳
定、避免大起大落影响村民收入？市
农业局经济作物管理站负责人说，从
去年花菜价格来看，菜农种植的花菜
的确卖到了好价钱，所以去年下半年
跟风种植花菜的村民比较多，加上去
年 8、9、10 三个月气温偏高，今年花菜
喜获丰收。最重要的是，菜农在选择
种植蔬菜品种前，应先做市场调查，把
握市场规律，做到适度规模种植，切莫
跟风种植，从而导致种植规模过大而
形成供大于求的市场压力，减少收入。

舞台
老人们的春天

双龙井社区的舞龙队上台，领队
罗建新举起重达 20斤的龙头。在龙珠
的引导下，十名队员通过昂首上举、俯
身下腰等动作，跟随音乐，配合时快时
慢的脚步，展示了龙的游、穿、腾、跃等
动作。在不断变化的队形中，完成了
龙戏、龙腾、龙缠等组图造型，开场节
目让现场气氛热烈而高昂。

观众
学习观摩取经

观众席里，有市、区两级的文体工
作者，也有来自安岳、乐至的老体协工
作人员，他们用手机不停地拍照片和
视频，生怕错过了眼前的每一秒精
彩。“我们是来进行学习和交流的。”
来自安岳长河源镇的体协分会有关
人员说：“现在，乡镇上老年人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的热情非常高。”他告诉记
者，镇上每月都会组织老人学习新项
目，创新锻炼形式。“市上的老人们排
练了这么有难度、有可看性的节目，
我们要拍下来拿回去学习观摩。”王
荣国告诉记者，他们镇上的老体协成

员还承担起了送文化下乡的重任。说
到这里，他高兴地请起了客：“我们排
的剧《黑心儿媳》《驼背妈妈满 60》都很
受欢迎。邀请大家来长河源镇，一起
联欢。”

“今天我们乐至来了宝林、盛池、
放生等乡镇。”乐至县文体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2016 年，从乐至走出去
学习交流的文体活动多达 10 余场。
目前，乐至的 17 个镇 8 个乡都有专职
或兼职的工作人员从事老年人文化体
育工作。

2017
老年人体育工作要上新台阶

“从去年底开始，我们就在筹备这
次健身技能展示活动了。”市教体局有
关人员告诉记者，当天有从雁江区双
龙井、城北、雁中等八个社区选送的舞
龙、健身操、太极组合、彩巾舞、健身
球、腰鼓、木兰花刀等极具特色的老年
人体育健身运动参与展示。选在年后
进行首秀，目的是为了引起全社会对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关注，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加强市内老年人文体活动的沟
通交流。希望此次活动为 2017年老年
人体育工作开好头，使老年人体育工
作更上新台阶。

万斤花菜卖得差不多了
村民：1角钱1斤总比烂在地里强

□ 本报记者 黄志禄

2月6日，资阳网以《急急急！石榴
村20万斤花菜滞销愁坏菜农》为题；7
日，本报又以《20万斤花菜等买家》为题
报道了雁江区临江镇石榴村20万斤花
菜滞销愁坏菜农的事，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石榴村的20万斤花菜卖得怎
么样了？2月15日，记者再次来到石榴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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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雁城夕阳红
——我市举行老年人体育健身技能展示活动

□ 本报记者 蒲敏

舞龙、健身操、太极拳……若不是舞台背景上的标
记，观众怎么也想不到台上正在表演的是一群人均年龄
在6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来自雁城不同社区，在市
老体协的组织下，用精心准备的节目展示老年人体育健
身技能，展现老人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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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花刀表演。

2月16日，安岳县岳阳河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持续推进。图为北坝小学
跨河桥至普州大道跨河桥河道排污干管迁改工程基础开挖作业，预计4月
底前完工。 实习记者 李佳峻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陈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日前发布《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
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意见稿明确了包括产品欺
诈、标签说明书欺诈、食品宣传欺诈
等在内的多项欺诈行为，并规定了
相应的法律责任。

意见稿提出，以网络、电视、广
播等方式宣传食品，如有使用“纯绿
色”“无污染”等夸大宣传用语、以转
基因食品冒充非转基因食品等情形
的，均属于食品宣传欺诈。

其中，使用“纯绿色”“无污染”等
夸大宣传用语等6类欺诈行为，处1万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责
任人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以转基因食品冒充非转基因食
品，在处以上述罚款的同时，还会依照
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再次进行处罚。

意见稿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
有食品安全欺诈行为的，记入食品
安全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列入食
品药品安全“严重失信名单”，通报
投资主管部门、证券监管机构和有
关金融机构。

新华社天津2月16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中国天文年历》显示，
北京时间 2月 18日 19时 31分，将迎
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此
时节，我国正处在“七九河开，八九
燕来”的阶段，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
到 0摄氏度以上，天气变暖。

据了解，“雨水”是立春后的第
二个节令，每年 2月 18日或 19日，太
阳移至黄经 330 度，为“雨水”节气。
该节气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寒冷
冬季降雪天已经过去了，从天而降
的不再是雪花，而是雨水；二是表示
暖湿的气流加强，雨水增多，有利于
庄稼返青生长。民谚有“春雨贵如
油”之说。

气象专家称，“雨水”节气是寒
去热来的转折初期，经常会有冷空

气从西北或北部入侵我国北方大部
地区，带来阵阵寒意。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告显示，16
日起，一股冷空气开始影响我国，东
北等地将经历大起大落，降温幅度
可达 10摄氏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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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要预防感冒等早春流行疾病，
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合理着装，不
要过早地脱掉棉毛衣服，以防风寒
侵入而致病。此外，多晒太阳，勤于
锻炼。

“雨水”时节，空气湿润，又不燥
热，也是养生的好时机，可多吃新鲜
蔬菜和水果，以补充人体水分，少食
辛辣、油腻之物，以免助阳外泄而伤
肝损脾，可多食蜂蜜、大枣、山药、莲
子、韭菜、菠菜、豆芽菜等。

食品安全新规征求意见：

夸大宣传用语等欺诈行为
将受罚

“春雨贵如油”
18日19时31分迎“雨水”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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