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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资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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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
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
地 位 的 国 有 开 发 性 金 融 机 构 。 开 发 银 行 以

“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
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
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
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
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
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
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
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
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
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造
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
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

括开发银行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
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
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

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
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营信息、财务报
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
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
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
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转移，或
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
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
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
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
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
用不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
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
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
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

信、来访、电话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
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
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
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

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解更详细
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
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
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
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发

银行资产损失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
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

大街 16号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
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来访或来信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天

泰路 120 号国家开发银行大厦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 编 ：610041 电 话 ：028- 86029650 028-

86029950、传真：028-86029954。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

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
2017年4月21日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小娜，
皇龙这段时间在修路，我实在不晓
得该怎么通行。”近日，雁城市民蒋
女士给小娜打来电话诉苦，称三贤
祠街道办事处马鞍社区皇龙片区最
近几条道路都在修建，开车经常遇
到“单边”通行，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才对。

记者了解到，皇龙片区目前正
在进行“七位一体改造”，涉及皇龙
路、仁德东路、仁德中路、新城路及
松林路等 5条道路，全程长约 3.1公
里，主要包括道路绿化景观、车行
道、人行道、亮化、建筑立面、地下管
网、标识标牌等 7个方面改造。

“新城路、松林路及仁德东路现
在在半幅施工，建议市民绕行。”资

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考虑到市民出行问题，平
行道路不会同时启动改造。目前台
阳路、皇龙路、松涛路、仁德西路等
道路环线是畅通的，而与皇龙路平
行的新城路正在半幅施工，且车流
量很大，建议市民从皇龙路经仁德
中路绕行。

该负责人还提到，松林路计划
下周启动两幅施工，届时整段路将
无法通行。市民可将车辆停放在皇
龙路、仁德中路周边的停车位，然后
经人行道步行。

截至目前，皇龙路和仁德中路
已基本完成道路下面层沥青建设并
通车，新城路、松林路及仁德东路预
计 5月中旬通车。

身边感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赤脚医生”到“文化使者”

他用脚步
“串联”乐至民间文化

□ 本报记者 孙正良

他，19岁开始行医，长期光脚行走在
乡间小路上，治病救人守护着乡亲们的
身体健康，是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

他，足迹遍及乐至25个乡镇600多
个村落，将濒临失传的民间文艺整理成
册，形成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供后人传播
和研究，是传承文化的“使者”；

他，先后获评 2014 年四川好人、
2015年省十大最美志愿者、2015年全国
十佳最美志愿者候选人等荣誉称号；

他就是“第四届感动资阳人物”，乐
至县蟠龙镇68岁的王同云。

赤脚医生
看病收费不超过2角钱

王同云 19岁便成了“娃娃医生”，背起药箱走
村串户，为当地群众开处方看病。他看病很便宜，
有时候还会施医赠药，帮助有困难的群众。

“以前，村民小病是不得来看的，只有病得受
不了了才会来。”王同云记得，有位村民生病，已经
快要烧到 40度。但在那个药品紧缺的年代，药箱
里并没有退烧药。他便步行 70 多里路赶到回澜
镇卫生院，通过熟人“要”到退烧药，才救回了村民
一条命。

对于很多困难群众，王同云上门看病都只收
药费，根本不收诊疗费，每次看病收费都不超过 2
角钱，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群众，他还自掏腰包
给他们买药钱。王同云的老伴告诉记者，那时候
没钱买鞋，王同云一直都是光着脚板出诊，脚后
跟裂开的口子都放得进钥匙了。“实际上一个人
多收 5 分钱就可以买双鞋。但摸到病人粗糙的
手，还是宁愿打光脚板，忍受脚后跟裂口的疼
痛。”王同云说。

那时，前来找王同云看病的人特别多，很多当
地人都把他称为“救命恩人”，以至于 1982年王同
云考起文化专干要离开村上时，很多村民都舍不
得他离开。

王同云从小爱看书，对任何文字的东西都很
好奇，总喜欢看个究竟，读个明白。在行医期间，
他对坊间流传的很多故事又产生了浓厚兴趣，最
终促使他弃医从文，踏上了收集、整理、记录和研
究乐至民间文化之路。这被一些不理解的人认为
是“不务正业”，甚至说他“吃饱了不消化”。

外人的不理解并没有动摇王同云的信心和决
心，他坚持把听到和看到的都认真记录整理出
来。有一次他去给别人看病，在路过一道山沟的
时候，听到对面山上石匠在唱歌，这歌唱出了“劳
动人民的一种智慧”，有着一种特别的味道。激动
的王同云立即放下药箱，摸出纸笔边学边唱边
记。他的怪异举动引来了好奇群众的围观，甚至
有人说他是“疯子”。

王同云现在如果晚上 11点前不睡觉，之后就
很难入睡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反而会越来越兴
奋，这都是因为以前挑灯夜战养成的“习惯”。他

喜欢白天收集晚上整理，煤油不够用，就用桐子和
蓖麻子油代替。“有时候明明他先去睡了，但一觉
醒来床上却没人，如果客厅的灯亮着，他肯定又在
书桌前写文章了。”王同云的老伴说。

几十年来，王同云多次深入乐至各个乡镇，足
迹遍及农家小院和荒山野岭，整理、撰写的乐至民
间文化和文艺的书籍、资料已达 400 多万字。他
说：“我就是要用俗文、俗语来记录乐至的俗风、
俗习、俗人、俗事，为后人研究本土文化提供一点
依据。”

在王同云家客厅一角的书柜里，放满了他收
集撰写的草稿和书籍。目前，他正着手写一部 20
多万字的《乐至民间拾遗》（暂定名），补充和完善
他这些年收集、整理的乐至民间文化艺术资料。
王同云说：“民间文化就是散落的珍珠，很是珍贵，
但不用线把它们串起来可能价值就淹没了，一旦
串起来那就是珍珠项链，更加珍贵。”

文化使者
撰写400多万字文字记录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
监督举报的公告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刘春华）
4 月 20 日，省人社厅发布关于 2017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进展情
况的公告，宣布我省正认真按照国
家要求，抓紧拟定调待方案，待人社
部财政部批复后，我省将立即组织
实施调待工作，确保将调整的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使我省广大退休人员充分地分享社
会经济发展成果。

省人社厅同时强调，我省今年
调待工作有关进展情况，将在省人
社厅官网上公布。关于四川省 2017

年养老金调整的相关消息，以省人
社厅官网公布为准。

本月中旬，人社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 2017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将调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调整水平按
照 2016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的 5.5%左右确定。并要求各省
5 月底前将调待方案报人社部财政
部审核，待审核后，各省抓紧组织实
施，确保将增加的养老金发放到退
休人员手中。

据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庞莹）
4 月 20 日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顾
名思义就是播谷降雨的意思，自然
少不了雨水君来做客。四川各地
的天气也和谷雨节气十分呼应。
受高空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我省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
程 ，日 平 均 气 温 盆 地 东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西 南 部 将 累计下降 4~
6℃，攀西地区和盆地西南部、南部
的局部地方可达 6~8℃，冷空气影
响时盆地东北部、中部、南部和甘
孜州东部、攀西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

20 日白天到晚上：盆地各市阴
天，大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雅

安、宜宾、泸州、自贡、内江、资阳、遂
宁、南充、广安和达州 10 市的部分
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川西高原和
攀西地区阴天有雷雨或阵雨，局部
地方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

21 日白天到晚上：乐山、宜宾、
泸州 3市南部和雅安小雨转阴天间
多云，盆地其余各市多云间晴;川西
高原大部地方和攀西地区阴天有雷
雨或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

22 日白天到晚上：盆地大部地
方多云间阴，其中广元、巴中和达州
3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
川西高原多云间晴，攀西地区阴天
间多云，其中西北部局部地方有阵
雨或雷雨。

本报讯（记者 李青依）“这是我
第二次参加劳模体检了。平时工作
忙，定期体检让我和家人都觉得安
心不少。”4 月 20 日，资阳体检医院
里，来自市本级和雁江区的 80余名
全国、省部级劳动模范们正在进行
身体健康检查，2005 年的市劳模刘
述文高兴地说道。

当 天 ，医 院 特 别 为 劳 模 们 开
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医务人员热
情地为他们进行了肝功能、血常
规、尿常规、心电图、B 超等项目
检查，并根据劳模体检的情况给
予健康指导。

来自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的
省劳模何爱锡今年已经 81岁了，他
的爱人告诉记者，老人除了耳朵有
些背，身体尚且硬朗。“老头子年岁
大了，身体多少会有些小问题，早检

查早预防，全家人心里都踏实。每
年一次的劳模体检体现了党和政府
对劳模的关心，非常感谢。”同样来
自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的劳模钟
俊林表示，他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

据了解，此次全市免费体检的
对象为纳入省级统一管理的全国
劳模 (含享受全国劳模待遇者)、省
部级劳模(省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明确享受省部级劳模待
遇的部级劳模、其他荣誉称号获得
者等)共 273 名，各县 (区)将在五一
前 分 批 次 组 织 安 排 劳 模 进 行 体
检。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开
展劳模短期疗修养活动、困难劳模
帮扶活动、春节劳模走访慰问活
动，进一步加大对劳模的关心关
爱，弘扬劳模精神。

我市组织劳模免费体检

皇龙片区

“七位一体改造”
怎样走才畅通？

新城路改造施工现场。

四川将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方案正在拟定

昨日谷雨
全川阴雨覆盖盆地最高降温8度

王同云翻看整理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