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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接受委托，将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拍
卖厅依法公开现状拍卖以下标
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车牌号为川M0101A帕萨
特 2.0L轿车一辆，登记日期 2007
年10月，起拍价15900元;

2、车牌号为川M28611 东风
雪铁龙 DC7163M 16V 轿车，登
记 日 期 2006 年 7 月 ，起 拍 价
7080 元。

即日起标的1在交通警察支
队停车场展示看样；标的 2 在市
交通局停车场展示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
10 日下午 5 时前持有效证件、按
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 2000元/辆
及报名资料费 100 元/辆到资阳
市雁江区狮子路雅典苑四楼E座
(小广场对面)办理报名手续。

咨询电话：028-26657981
13518358208

资阳市智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月4日

拍卖公告

在人力、物力、管理落实并投入后，微
型消防站的建设情况到底如何？在器材发
放一个月后，记者走访了雁江区莲花街道
办向阳社区和回龙乡，进一步了解微型消
防站的建设情况。

向阳社区位于雁城和平北路，集商业、
火车站、老旧居住小区为一体，社区微型消
防站建在社区多功能活动室。社区将 150
平方米的活动室划出三分之一空间作微型
消防站场地，器材摆放整齐易于取拿；义务

消防队员 9 人，消防志愿者 6 人；微型消防
站工作制度、管理制度挂在墙壁显眼处。

社区微型消防站在社区党支部书记朱雪
梅的带动下，坚持开展日常防火检查、消防演
练、消防安全宣传，充分发挥预防火灾的作
用，社区至今无火灾事故发生。

回龙乡为雁江、安岳、乐至三县交界的
偏远乡镇，距城区52公里，辖14个村1个居
委会。微型消防站建在回龙乡政府旁边的
回龙场社区，与回龙乡小学相邻。消防站

工作被纳入乡里的综治网格化管理，运行
经费实行实报实销；副乡长任站长，带领乡
政府各部门干部、30名武装部基干民兵、村
组干部组成义务消防队员，辖区内一旦发
生紧急情况保证15分钟内赶到现场。

站长李开虎说，回龙乡将继续加强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对微型消防站骨干力量
进行培训，并把日常消防巡查工作纳入治安
巡逻工作范畴，加强防火检查，最大限度地
保证回龙乡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雁江建34个微型消防站

构筑全区坚固“防火墙”

受委托，2018年 1月 12日上午 10时在沱东
雁江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开标室依法公开现
状拍卖以下标的：

1、川M51608别克GL8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购
置时间2008年，起拍价2.4万元，保证金0.5万元；

2、川M52662胜达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购置
时间2008年，起拍价4万元，保证金0.5万元；

3、川M51639丰田牌 2.4L小型轿车一辆，购
置时间2008年，起拍价5.4万元，保证金0.5万元。

展示时间、地点：标的于 2018年 1月 11日
上午10时在沱东中交大厦负一楼停车场现场展
示。以上3个标的整体拍卖优先（整体拍卖起拍
价 11.8 万元，保证金 1.5 万元）如无人整体竞买
后分拆拍卖。

竞买人须于2018年1月11日17:00前（以到
账时间为准）将保证金汇到指定账户：户名四川
资 阳 阳 光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735701040000478 开户行：农行资阳分行雁江分
理处）不计息。并于即日起至拍卖前一日（节假
日休息）18:00止持本人身份证、缴纳保证金凭证
及报名费200元/辆，整体拍卖400元报名费到我
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咨询电话：028-26633248 13778985885
四川资阳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月4日

拍卖公告

消防工作
关系到国
计民生和

社会安定。近年
来，雁江区多次
划拨专项资金购
置和集中发放消
防装备和器材，
但目前全区仅个
别乡镇设置有政
府专职消防队，
绝大部分乡镇靠
城区公安消防队
伍 实 施 灭 火 救
援。为有效解决
农 村 地 区 距 离
远、消防警力不
足等问题，该区
特划拨专项经费
购置消防装备和
器材，重点打造
乡镇和社区微型
消防站。

“没办法，他就是喜欢折
腾，我就给他打下手。”谈起
陈瑕研究发明专利，老伴潘
淑文是又爱又“恨”。

退休前长期从事行政工
作的陈瑕，农业科技理论知
识储备并不丰富。为了弄清
发明原理，陈瑕查阅了大量
的技术资料，并反复进行试
验，这几乎占据了他退休后
全部时间。对此，老伴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都一大把
年纪了，怕他身体吃不消。”
不过，看到陈瑕乐此不疲，老
伴和家人都全力支持。

年近九旬的陈瑕，依旧
思维敏捷、表达流畅。在他
书房里，除了满满当当各类
书 籍 外 ，还 有 一 台 电 脑 。

“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也要
跟上潮流。”在研究发明期
间，陈瑕克服困难，学会上
网和文档编辑，这为他查阅
资料、撰写材料提供了很多
便利。

“我现在眼不花耳不聋，
还要继续搞下去。”陈瑕笑呵
呵地说，他现在计划做两件
事，一是希望家乡有实力的
或愿意在乐至投资的企业能
将他的发明专利变成产品推
向市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另一件事就是对中药
材的药食两用功能进行开
发，争取再出新发明。

“科技有凭探奥秘，雄心
不老纪春秋。”友人赠给陈瑕
这两句诗如此评价他。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你血糖
偏高，饮食上要多注意，桂圆、荔枝、
香蕉等含糖高的水果要少吃，多喝
水，适当运动……”1月 3日，在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院（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区门诊，49岁的市民王女
士认真听该院内分泌科护师吴群美
的讲解。

为提供针对性、个体化健康咨
询和现代化专科护理服务，通过科
学化、系统化、专业化护理指导，增
强患者对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提
高生活质量，市一院在我市首次开
设糖尿病护理门诊，并于 2017年 12
月27日首诊。

糖尿病护理门诊时间每周三8点
至 12点，坐诊人员具有护师以上职
称、经过糖尿病护理专科培训、经验丰
富的专业护理人员担任。目前在新

区医院门诊挂号，即可享受免费就
诊。门诊将为糖尿病患者建立健康
档案，安排患者定期复诊，接受糖尿病
健康咨询，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用
药、生活方式、血糖监测等指导，教患
者如何使用胰岛素及血糖仪等。

2018 年，该院内分泌科将开展
糖尿病健康宣讲。具体时间：1 月
25 日，糖尿病教育的重要性；2 月
22 日，糖尿病的饮食管理；3 月 29
日，糖尿病的血糖监测；4 月 26 日，
糖尿病的运动管理；5 月 31 日，糖
尿病患者的心理调节；6 月 28 日，
胰岛素在血糖管理中的地位；7 月
26 日，糖尿病性肾病；8 月 30 日，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9 月 27 日，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10 月 25 日，糖尿
病足溃疡与外周动脉病变；11 月
29 日，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

本报讯（杨喜平）近日，由市护
理学会主办、市人民医院承办的基
层医院安全输液管理培训班举行，
全市260余名护理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涉及静脉输液
治疗现状、静脉输液治疗风险、安
全静脉输液治疗管理各个方面，
邀请华西第二医院教授苏绍玉、
刘莉莉，重点对输液病人情况的

评估、穿刺工具的选择、穿刺部位
的评估和准备、导管护理、维持和
管理、静脉输液质量控制等各方
面进行详细讲解。

此次培训班搭建了护理人员安
全输液的交流平台，增强了护理人
员的安全输液意识，提升了专业技
术水平，推动全市的静脉输液质量
控制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和《统计法》《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社会信用体
系 建 设 规 划 纲 要（2014—2020
年）》，加强依法统计，推进诚信统

计，建立保障企业独立真实报送统
计信息长效机制，提高统计数据质
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统计上严
重失信企业，是指在依法开展的政
府统计调查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企业：

（一）编造虚假统计数据；
（二）虚报、瞒报统计数据数额

较大或者虚报率、瞒报率较高；
（三）有其他严重统计违法行

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未完待续）

2017 年 11 月 17 日，雁江区联和市公
安消防支队举行乡镇、社区微型消防站装
备器材发放仪式，向宝台镇、莲花街道办
等 5 个微型消防站发放了微型消防车，向
全区 34 个微型消防站按照微型消防站器
材配备标准发放灭火器材、个人防护装
备、标识牌、消防宣传资料等，旨在全面加
强和规范乡镇、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建
设成”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微型
消防站。

“堪嘉镇离城区远，如果发生火灾，微

型消防站能起大作用。”堪嘉镇经防办负
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政府解决了器材、装
备问题，堪嘉将把微型消防站的建设纳入
社区建设中，保障人、财、物到位，并保障
器材不丢失不损坏能使用。

雁江范围内的微型消防站硬件装备已
基本到位，接下来，要如何结合资阳实际，最
大发挥出微型消防站的作用，提升辖区内各
社区、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为此，雁江区消防大队结合辖区实
际，从建设原则、人员配置、站房器材、日

常管理等方面逐一进行细化，确保微型站
发挥实效。

在全国第 27个消防宣传日，市公安消
防支队开展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来自全
市各单位、街道社区 25支代表队围绕微型
消防站器材使用、防火灭火规程等比赛项
目展开激烈角逐。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
长李代明表示，举办此次比赛，旨在对我
市微型消防站的建设成果进行检验，为所
有微型消防站队员提供相互学习、寻找差
距、锤炼作风、磨练意志的平台。

市一院开设
我市首家糖尿病护理门诊

市人民医院举办培训班

提升安全输液管理技能

微型消防站全覆盖 人力物力管理缺一不可

社区有了微型消防站 构筑坚固“防火墙”

乐至退休老人成专利达人
年近九旬再申请第四项专利

“陈老啊，
我晓得，很
厉害，退休

后搞了好多发明。”
“听说有人出1000
万买他的专利，他
都没卖。”……在
乐至，提起陈瑕，
很多人翘起大拇
指称赞，他退休后
发明3项专利价
值千万，拒卖外地
买家，只为回报家
乡的事迹被广为
传颂。近日，笔者
获悉，年近九旬的
陈瑕又研究出了
第四项发明。

一位退休老
人为何会如此钟
情发明创造？

“我曾经从事过农业科研方
面的工作。”见到笔者，陈瑕拉开
了话匣子。毕业于中南财经学
院的他曾担任过乐至县科委主
任、县科协副主席等职，并创办
科研所进行农业科技研究。发
明创造的“种子”就在这时植入
了陈瑕心中。1990年，陈瑕从县
工商局局长任上退休，闲不住的
他被《中国企业报》等聘为记者，
这期间，他接触到许多经济界和
科技界人士，再次点燃了他心中
发明创造的梦想。

“乐至拥有丰富的莲藕、玉
米和蚕桑资源，我就想能不能
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帮农民
增收致富。”经过潜心研究，
1994 年，陈瑕获得了第一个发
明专利：含碘富硒莲藕系列食

品。从此，陈瑕的人生就开启
了“发明模式”，并陆续研究出
了“赖氨酸玉米挂面及制备方
法”“氨基丁酸桑叶益生茶”，相
继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中
国发明专利”。

中国民营企业科技产品博
览会科技创新成果金奖、香港
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省
旅游产品博览会熊猫金奖……
随着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一些
企业也慕名而来，愿用重金购
买陈瑕的专利，其中上海一家
企业甚至出价千万，不过都被
陈瑕婉拒了。

“我搞研究发明不是为了
赚钱。”面对身边人的不解，陈
瑕初衷不改，表示要将发明留
在乐至，造福家乡人民。

“在 90 岁之前，再搞一个
发明专利。”去年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陈瑕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没想到他竟然说到做到了。

“这就是我的新发明。”陈
瑕指着茶几上一把细细的、颜
色微黄的干面告诉笔者，“这种
挂面是用莲藕与玉米做成的。”
用玉米作挂面制作原料，他之
前发明的赖氨酸玉米挂面中就
用到过。由于玉米粉不含面
筋，没有粘性，生产赖氨酸玉米
挂面，需要用到超微技术和生
物酶化技术。

“一台超微生产设备需要
70多万元。”陈瑕说，生产成本
过高，对这项发明的投产推广
带来一定难度。

如何简化工艺、减少成本，

就成了陈瑕新的研究方向。在
研究中，他发现莲藕断面的汁
液带有粘性，这让他心头一亮：
用莲藕来增加玉米粉的粘度。

“莲藕中的淀粉，70％是属
于具有粘度的支链淀粉。”经过
比选，陈瑕采用了一种名叫花
奇莲的莲藕品种作为原料添加
到玉米粉中，利用它所含支链
淀粉粘稠特性和汁液柔韧性质
弥补玉米粉面筋不足的缺陷。

“现在用一个面机就可以
生产了，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市
场也会更好。”陈瑕对自己的新
发明颇为满意。目前，国家知
识产权局已经受理了这项“花
奇莲藕玉米挂面及其制备方
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并进入了
实质审查阶段。

热衷发明 只为奉献家乡

老骥伏枥 年近九旬又有新发明 壮心不已 将发明进行到底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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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告
2014年第3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依法统计，
大力推进诚信统计，建立保障企
业独立真实报送统计信息的长效
机制，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和
政府统计公信力，国家统计局制
定了《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办法》，现予以公告。

国家统计局
2014年11月27日

□ 胡家文
本报记者李青依

□ 刘孝军 罗亦

整理申报材料。

←微型消防站装备、器材
发放现场。

↓回龙乡微型消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