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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8年 6月 22日
上午 10 点在乐至县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三楼公开拍卖：川MB065
警（丰田牌 GTM7240GB）轿车一
辆，注册日期为 2008年 12月，表显
里程约 18 万公里，参考价 6.73 万
元，保证金 5万元。报名时间：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1 日下午 4 点 30 分
前，在乐至县天池镇商贸街 2 号四
川大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标

的于即日起现场展示、看样。报名
地点：乐至县天池镇商贸街 2号四
川大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宏扬宾
馆二楼）。

咨询电话：
黄先生 13980383163

028-3322484

2018年6月14日

四川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第二十条 统计从业人员可以向采
集、公示本人统计信用信息的政府统计
机构提出书面查询申请，查询本人的统
计信用信息。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于 15
个工作日内回复。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发现采集和公示的统计从
业人员统计信用信息不准确的，应当
及时更正。

上级统计机构发现下级统计机
构采集和公示的统计从业人员统计
信用信息不准确的，应当要求下级及
时更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
证明统计机构采集和公示的统计从
业人员统计信用信息不准确的，有权
要求统计机构予以更正。经核查确
有错误的，履行公示职责的统计机构
应当及时予以更正或删除。

（未完待续）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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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中国牙谷双创园区企业
职工用餐需要，拟对食堂建设及经
营进行公开招募，欢迎符合条件的
餐饮企业前来投标。

一、名称：中国牙谷双创园区企
业职工食堂

二、服务内容
主要负责双创园区企业职工用

餐和日常来客招待用餐
三、资质条件
具有专业的餐饮管理团队和管

理经验、具有食药监局发放的餐饮
服务许可证和个人健康证

四、报名截止时间及所需资料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

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一份
（2）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

复印件各一份
地点：资阳市高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603
联系电话：0832-26246513
13982936188 13568550816

中国牙谷指挥部政务协调组
2018年6月13日

中国牙谷双创园区
企业职工食堂招募公告

本报讯（任建刚）6月13日，笔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新时
代、新征程、新作为”我为资阳发展新跨越献计献策网络征集活
动首期好建议出炉。网友“莲花山”关于打造资阳“火车头夜
市”等五条建议获评好建议。

据悉，我为资阳发展新跨越献计献策网络征集活动着眼新
时代资阳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和重要民生关切，全网推出“全
面开放融入成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明卫生城市创建、民生社
会事业、城市建设管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生态文明与环境
保护、党风政风行风”等8个网络互动版块，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征集推动资阳发展新跨越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市
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根据广大网友献计献策的质
量和网上关注度，评选出“我为资阳发展新跨越献计献策”“好
建议”、“十佳良策”等奖项并给予相应奖励。

活动参与平台涵盖市、县（区）政府门户网站，四川新闻网
资阳频道、四川在线资阳频道、资阳网、资阳新闻网、资阳大众
网、九曲河门户网等属地主要网站、论坛，资阳之声、资阳日报
微博及资阳发布、资阳日报、掌上资阳、四川在线资阳站、资阳
全搜索微信公众号等。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平台，参与献计献策
活动。

□ 莲花山

前段时间我们几个同事到泰国耍
了一转，去了泰国一个很出名的景点
——曼谷的拉差达火车夜市，因为这里
的火车穿市集而过，夜市的帐篷五彩缤
纷，一度成为网红夜市，被泰国人认为
是最酷的夜市，也是很多外国游客到泰
国必去的一个景点。以前在成都犀浦
读书，发现一个犀浦镇就有网吧一条
街、火锅一条街、夜市一条街，犀浦的夜
市一到晚上，人潮涌动，周边的大学学
生、打工族、常住居民，都喜欢到夜市逛
逛，人气很旺。由此我想到，资阳也可
借鉴泰国经验，打造一个“火车头夜市”。

资阳夜市现状
1、资阳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夜

市，大多很分散，且不利于管理。最早在
陈家巷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吃聚集地，然
后是摩根时代，再就是西门桥百盛家电
外有一个自发形成的所谓夜市。

2、以上所谓夜市人气还不错，但
都有个特点，商家数量不多，最多的也
就 10-20 家，品种太单一，多是卖吃
的。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占道经营，
摊位不规范，地面卫生差（油污大、垃
圾多），临近居民区，噪音扰民严重，目
前都被取缔。

3、资阳被称为“西部车城”，但是车
的文化影响力还远远不足，可以将资阳
曾经产的机车头集中在一起，各种颜色
的火车头摆放在一起，已经很壮观了，
加上晚上灯光的映衬，不会比泰国夜市
差，车外是夜市，火车头、火车车厢也可
打造成特色餐厅、KTV等。

资阳打造特色夜市的必要性
1、资阳市民有这个需求。
2、资阳需要通过夜市打造更多本

地特色小吃品牌。
3、资阳正着力打造“资味”，但是

没有很好的展示平台，夜市可以为资
阳本地特色产品提供展示平台。

4、临空经济区建成后，资阳的视
野应该更加国际化，目前川内还没有
一个像泰国那样的很出名的夜市，资
阳如果打造“火车头夜市”，那将是川
内甚至全国最有特色的夜市，成为资

阳一个特色旅游景点。
5、夜市是一座城市物质和精神面

貌的集中展示区，它能很好地汇聚人
气，让外地人到资阳有得逛、有得吃、有
得玩。资阳今后大学会越来越多，也将
成为年轻人汇聚的集中点、创意区。

如何打造夜市
1、搬离居民区，单独规划修建。
2、火车文化集中、鲜明。
3、进行小吃、百货、餐饮、娱乐等

区块划分。
4、统一规划、整体管理、集中打造。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6 月 11 日，
雁江区人民医院党委组织“不忘初心跟
党走 牢记使命勇担当”主题演讲比赛，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救死扶伤，
为生命而战’是我的初心，‘除人类之
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是我的使命！”

“扶贫工作不是惊天伟业，也不需要豪
言壮语，但扶贫工作无上光荣，阡陌田
间留有我们深深的足迹，农田家舍里
留下我们长长的身影，坎坷小道中洒
下我们艰辛的汗水。”“ICU 是一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作为一名 ICU的护士，
面对一个个垂危的生命，不敢有半点
松懈、一点疏忽，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
迹象，不遗漏任何一个重点环节。总
希望所有在这里受到特别监护的生
命，都会转危为安，似一场风暴过去，
都能看见彩虹。”……10位演讲者紧扣

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利用 6-8 分钟的时间，讲述了自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故事。演讲者
满怀深情的讲述，赢得了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医院职工表示：听了演讲，
更深刻地领悟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我
们将立足本职，不忘初心勇担当，将工
作做得更扎实。

近年来，区人民医院不断丰富学习
形式，增添学习措施，强化党性修养，本
着“做平民医院 护百姓健康”的理念，
无论是整体社会形象还是内部建设，无
论是基础设施改善还是医疗水平提高，
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医德医风树立，都
有了长足进步。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同
心协力，同舟共济，为“守护百姓健康”
这个共同的目标，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健
康服务”的初心，创新服务机制，改变服
务模式，打造服务品牌，为建设美丽和
谐幸福雁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曾冉程 陈静书）6 月 7 日，安岳
县中医医院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华西、创三甲、推进高质量发展”演讲比赛。

“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是96岁仍坚守
在一线，义务坐诊看病的眼科专家张效房
……”安岳县中医医院12名选手围绕主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有的讲述
了医疗前线的感人事迹，有的讴歌了优秀共
产党员的先进事迹，还有的抒发了自己在工
作中的成长感悟，用真切的情感、朴实的语
言，抒发了对患者、对医学事业最诚挚情感。

据悉，安岳县中医医院党委举办此次演
讲比赛，旨在以“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干部职工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强化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职业
道德建设，弘扬“礼义仁爱 博学精业”的职业
情操，把党建工作与三甲医院创建、健康扶贫
工作和行业作风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怀着
一颗“初心”，把精力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以

“贴心人”的姿态俯下身，做让群众满意的健
康卫士，为安岳中医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多力量。

本报讯（张运 李佩昱）日前，“四
川蜀蓉戏剧社雁江分社”授牌仪式
在雁江区文化馆举行，著名川剧变
脸大师彭登怀现场授牌，并与雁江
区文艺协会开展弘扬川剧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

彭登怀与原资阳县川剧团部分老
同志和雁江区文艺协会代表亲切交
流，就如何保护和传承川剧“资阳河”
流派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讨
论。彭登怀围绕川剧“资阳河”流派保
护传承、川剧专业队伍建设、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等方面开展了交流讨论，并
现场书赠墨宝。他希望能依托四川蜀
蓉戏剧社雁江分社这一平台，通过“传
帮带”的形式，让川剧、杂技、武术等传

统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进一步保
护传承川剧“资阳河”流派，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

雁江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定会
结合彭登怀一行提出的意见建议，深
入挖掘文脉内涵，丰富文化载体、搭建
文化平台、培育文化产业，保护传承雁
江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区域间文
化交流合作，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不断
提高雁江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助推
雁江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授牌仪式结束后，彭登怀一行还
前往城东新区字库山公园、花溪河等
地参观，感受雁江近年来在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

本报讯（杨杰 陈元根）我市春节
光彩亮化工程长期以来备受市民关注
和喜爱，为进一步提高亮化水平、提升
城市美誉度，近日，市住建局市政处在
综合往年亮化效果、市民反馈等的基
础上，召开座谈会征集专业设计单位
意见。

会上，设计单位详细介绍了设
计思路和理念、亮化光源类型以及
主要街道的亮化打造方式。按照节
能、环保原则，参会人员提出了具体

修改意见：充分考虑资阳特色和文
化内涵，打造特色街景，在亮化方式
上以永久性亮化为主，临时氛围营
造亮化为辅；相关股室要积极做好
主 要 节 点 现 场 取 景 及 资 料 整 理 工
作，尽可能做到细致、全面，为后期
方案设计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把
握时间节点，力争尽快完成方案初
设，尽可能为后期方案优化、现场施
工预留时间，确保 2019 年春节光亮
工程顺利实施。

为认真履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
的法定职责，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省
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落实省工商局
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和红盾质量维
权行动、加强电器火灾消防治理等工作
部署，围绕12315投诉举报分析，社会关
注热点，结合“双随机一公开”要求，进一

步促进商品和有关服务质量提升，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消费环境，加强消
费维权监管执法，推动我市“放心舒心消
费城市”创建，市工商局拟于近期组织对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测，现对
有关事项进行公告：

一、抽检组织：结合“双随机一公
开”要求，由市局统一组织并委托检测

机构实施，各县（区）工商局、工商质监
局配合进行。

二、抽检时间：2018年6月20日至6
月30日。

三、抽检商品品种及样品数量：拟
确定对电器6类（包括电线电缆、插板插
座、节能灯、蓄电池、电风扇、抽油烟
机）、建筑用钢材4类（包括热轧钢筋、冷

轧钢筋、圆钢、螺纹钢）、铝合金型钢型
材 6类（包括型材、钢管、圆钢、角钢、槽
钢、工字钢）共 16 类商品 120 组样品进
行检验检测 。

四、抽样地点：雁江区、乐至县、安
岳县辖区经销商仓库及门市执行。

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6月13日

关于打造资阳“火车头夜市”的建议摘登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

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2018年
红盾质量维权行动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公告

推动资阳发展新跨越首期好建议出炉
“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

我为资阳发展新跨越献计献策网络征集活动
第一周“好建议”名单

注：1.以上“好建议”如非获奖者原创，欢迎网民来电告知。2.活动结束后统一领取奖
金。领奖地址：资阳市市级机关办公区一号楼3楼1309室。联系电话：（028）26111273。

网络平台

九曲河门户网

资阳网

资阳网

资阳大众网

资阳新闻网

网民名称

莲花山

3_gemini_3

wx_r9pMGeof

西楚霸王

王辑明

标题

关于打造资阳“火车头夜市”的建议

全面开放融入成渝 促进资阳第三产业发展

资阳该怎样传承和发扬城市文化

资阳还可以多一点标志性建筑

资阳城市文化发展的建议

雁江区人民医院

干部职工演讲比赛说“担当”

安岳县中医医院

围绕“初心”述“使命”

四川蜀蓉戏剧社雁江分社成立
著名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授牌

市住建局

提早谋划春节光彩亮化工程

统计从业人员统计信用档案管理办法（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