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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通过邮乐网、邮乐app、邮掌柜app、邮掌柜客户端、

邮乐小店app、邮生活app、邮乐微信公众号、邮储银行

app都可参与到邮乐919购物狂欢节中。

活动内容

批发（所有商家）：粮油、酒水、日化等更多批发商品，

给予“满额赠送”“满额立减”“满量赠送”三种优惠方式。

爆款抢购（所有客户）：万款商品，不止低于五折。客户

可在8月25日-9月19日期间登录邮乐网领取优惠券，用

于购买产品抵扣。

专场：活动期间，凡开办邮政工会会员卡或邮政现有

客户，在各自有网点参与下单的客户均可获赠一份邮政提

供的伴手礼；同时，还可享受资阳邮政“月满中秋”专场优惠

券，优惠券分别为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40。

“618”已
过，“双11”未到，秋高气爽的9月，美酒佳肴的中秋节前

夕，怎能不shoppi
ng？邮政首届919购物狂欢节即将开幕，届时，邮乐

网会有一系列主打农品新鲜购、家居、家电、生活等品类的购物狂欢。规

模大，补贴高、折扣低，优惠券超给力，光是优惠券就有8个亿发放量！

小伙伴们何必东奔西走，“919”中
国邮政电商节应有尽有！！！

9月客户节活动商品 （单位：元）

商品名称

福临门非转基因纯正菜籽油

福临门东北优质大米

奇强洗衣液（壶装）

奇强百洁净柔洗衣粉（新）

清风原木纯品三层卷筒卫生纸

清风茶臻纯品面巾纸2层200抽

规格

5L

5kg

1000g

1260g

1*10卷

1*3包

市场价

50

48

14

12

28

19

会员价

50

48

9.5

8

24

13

乐享价

45

40

8

7

20

12

优享价

35

30

5

5

15

8

尊享价

30

25

1

1

10

5

商品以实物为准

资阳市群众信访举报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7年9月4日）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信0170903429

信0170903430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资阳市狮子山小区
旁边一废品收购站，收
购废品时噪声扰民。

资阳市雁江区东临
小 区 附 近 一 垃 圾 中 转
站，臭气难闻，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

行政
区域

雁
江
区

雁
江
区

污染
类型

噪
音

垃
圾

调查核实情况

经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调查核实，投诉反映的是位于雁江区狮山路328号的
鸿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第86经营部，2014年底开始经营。9月4日10：00，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技术人员对经营部在切割、压缩、起重三台设备同时工作时的边
界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噪音为68.6分贝，规定是60分贝，超出2类功能区噪
声排放标准。群众举报反映情况属实。

9月4日，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责成市环卫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群
众反映问题属实。群众投诉的是沱一桥垃圾中转站，自2014年建成投用以来，
一直超负荷承担着市中心城区老城区片区的垃圾转运工作，现平均每天的垃圾
清运量约为120吨左右，重要节假日超过150吨。每天3点到23点运行期间，大
量的垃圾在清运和压缩处理时存在一定臭味。

是否
属实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9月3日晚，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杨峰牵头，组织市城管支队、狮子山街道办事处、社区等工作人员到现
场进行调查。9月4日上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杨天学带队会同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狮子山街道办事处等工
作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噪音检测结果出来后，狮子山执法大队向经营部负责人送达了《调查通知书》
和《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对负责人邓继英做了询问笔录，向其宣讲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立即整改，在
正常上班时间段经营，进行降噪处理，杜绝噪音扰民。9月4日下午，狮子山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人员同该经营部
附近居民进行了沟通。

9月4日上午，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廖兴文在环卫处召开专题整改工作会，进一步研究、细化、完善整改
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所有垃圾清运车（含三轮车）做好垃圾的密闭化运输和喷药除臭督查管理工作。从9月
3日开始，江苏生久环保科技公司已在安装沱一桥垃圾中转站负压除臭系统管道。9月4日下午，市环卫处会同社
区工作人员到东临小区与小区业委会代表（共5人）见面沟通整改情况，解释沱一桥中转站运行情况和意义，争取
代表们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市委政法委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2017年 8月经我局对资阳海天水
务有限公司供城区范围内第三季度的
生活饮用水的用户水龙头进行随机抽
样检测，每个点检测细菌总数、总大肠
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耗氧量、氨氮等指标，所检项目均符
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之规定。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9月4日

2017 年 8 月经我局对中车资阳
机车有限公司第三季度的生活饮用
水用户水龙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每
个点检测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色
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耗

氧量、氨氮等指标，所检项目均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之规定。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9月4日

资阳市城区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7］12号

资阳市城区自建集中式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7］13号

（上接一版）

完善机制推进项目

现场施工照片、简报、部门安排和
要求、部门之间的直接沟通交流……
今年，雁江区创新工作思路，不断完
善项目推进机制，充分运用现代网络
媒体，建立信息平台，在市区重点项
目工作微信群、投资促进联席群、投
资促进项目工作群里，每天都会以多

种方式“晒成果”，让各级领导和部门
同志知晓项目推进的进展情况，形成
项目推进“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创新项目管理新模式，有效推进
项目建设。全区实行重大项目挂图
作战，加快推进项目。按照“三个量
化、三个倒排”要求，在工程建设现
场实施重大项目挂图作战，将进度目
标量化到月，将倒排工作具体到旬，
每月更新实时进展情况。坚持 1+5
项目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项目，

强力推动项目。对项目推进情况进
行亮灯管理，在作战图上予以标记，
绿灯为推进正常，黄灯为推进滞后，
红灯为严重滞后。对连续两个月亮
红灯的项目责任部门、联系领导严肃

追责。
今年上半年，全区区级以上重点

项目实现开工52个，市民休闲广场及
水体公园、中和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等91个续建项目加快推进。

（上接一版）
“大走访就是要走出新路子、听

到真声音、解决新问题、取得真实
效。”走访面对面、干群心连心。今年
4月上旬至5月上旬，全市各级干部职
工 4万余人，围绕“改进作风、服务群
众”主题，集中 1 个月时间，深入 120
个乡镇（街道）、2131 个村（社区），走
访（电话询问）群众200余万人次。

处理问题加速
走访解困“有回响”

大走访梳理出的问题需乡镇统
筹处理解决的 46458 个，占 98.6%；县
级层面统筹处理解决的 527 个，占

1.12%；反馈市级部门解决的 132 个，
占 0.28%。“走访是形式，解决问题是
关键。”各级各部门立行立改抓问题
解决，落实专人督查督办，确保能够
解决的问题限时解决，不能解决的问
题限时解释。

“还是很满意嘛，秧子栽下去也
活了，很好地保障了我们生产用水。”
雁江区临江镇红碑村村民李存全很
是感激老鹰水库管理所的干部职
工。原来，他们在走访中得知，由于
天干村民希望老鹰水库可以“放水解
渴”。管理所收集到群众反映的问题
后，积极向龙泉山灌区管理处请求紧
急调水补充老鹰水库水量，6月 5日，
老鹰水库水位达到自然出渠水位，源
源不断的清水流向干涸的秧田。

“敢于‘啃骨头’，还要敢于‘啃硬
骨头’。”在大走访过程中，能立查立
改的问题坚决不拖延，对于一些老大
难问题也在想方设法逐步解决。

市社会评价办根据各县（区）上
报问题台账，梳理出涉及征地拆迁、
棚户区改造、城市管理等方面的16个
问题提交市级层面统筹解决。7月15
日，市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审议了市社会评价办提
交的《全市干部进村入户大走访收集
的需市级层面统筹解决问题的报
告》，对 16个成因复杂、涉及面广、社
会影响力大的问题落实了初步的解
决方案，多部门联动逐步落实解决各
个问题。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施政于民、

达效惠民，这是干部走访群众的“基
本功”。在“改进作风、服务群众”大
走访中，我市广大干部走田间地头，
停农家院坝，真正倾听民意在基层、
解决问题在基层。一次次面对面交
流，一个个问题解决，必将进一步密
切干群关系。全市在大走访中发现
47117 个问题和意见建议，已处理办
结 98.5%，其余问题正在加紧处理解
决。安岳姚市镇村民赵廷富深有感
触地说：“为老百姓真干事，这才是好
干部。”

记者从市社会评价办获悉，大
走访活动今后将会常态化开展，持
续深化作风建设，搭建干群交流连
心桥，通过改进干部作风赢得群众
认可。

清风拂万家走访解民困
本报讯（记者 李青依）9 月 4 日，

市委政法委举办专题辅导班，邀请省
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屈晓华为全市
190 余名政法机关党员干部作专题讲
座，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李丹主持。

屈晓华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从新形势
下政法工作的规律特点、政法队伍建设
现状和如何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等，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
思想和指示进行了详细讲解。

李丹要求，全市政法机关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学以致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
警，打造“钢班子”带好“铁队伍”；扎实
开展好“四对照四提升做忠诚卫士”专
题教育活动，聚焦“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方针；
同时要全力做好党的十九大期间安保
维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