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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资金的
通知》（资财农〔2018〕117号）文件精神和
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要
求，资阳市水产渔政局研究决定对鱼类
增殖放流苗种进行公开比选采购。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内容
（一）项目名称：2018 年蒙溪河增殖

放流鱼苗。
（二）项目内容：
1.采购品种、规格、数量及金额：鳙，

规 格≥5cm，数 量≥20 万 尾 ；鲢 ，规 格≥
5cm，数量≥40万尾，总金额 6万元。

2.质量要求：鱼种是本地种的原种或
子一代苗种，体质健壮、无病无伤、无禁限
用药物残留、经县级以上水生动物检疫部
门检疫合格。苗种供应时需提供苗种产
地检疫证明和药物残留检测合格报告。

二、投标人（苗种供应商）资格
具有四川省水产局公布确认的四川

省经济物种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单位资质
（承担过相应项目实施经验的优先）。

三、报价方式与要求
1.按照我方要求的格式提供报价清

单（见附表）并加盖公章。
2.资料送达地址：以快递方式邮递至

“资阳市雁江区滨河西路二段资阳市水
产渔政局”。

3.收 件 人：资阳市水产渔政局 黄光荣
4.资料寄送截止时间：2018 年 10 月

26日（以当地寄出邮戳为准）。
四、报价资料要求
提供相应证明供种单位真实性的附

件（复印件加盖公章），附件资料包括：
1.苗种生产许可证；
2.四川省水产局公布确认的四川省经

济物种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单位资质文件；
3.单位法人证书；
4.工商登记证。

资阳市水产渔政局
2018年蒙溪河鱼类增殖放流项目

苗种比选采购报价表

资阳市2018年蒙溪河鱼类增殖放流鱼苗比选采购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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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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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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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尾）

单价
（元/万尾）

小计
（万元）

本报讯 根据商务部重要生活必需
品市场监测系统显示，10 月 5 日—12
日我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种丰
富，涨跌互现，整体运行呈稳中略降态

势。59 种监测商品中，18 种商品价格
上涨，占 30.51%，13 种商品价格下跌，
占 22.03% ，28 种 商 品 价 格 持 平 ，占
47.46%。

我市10月5日—12日
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本报讯（秦文端）10 月 21 日，由安
岳县总工会、安岳县文体广新局主办
的 2018 年“新华阳光·誉品杯”羽毛球
邀请赛举行，来自成都、资阳、泸州、
自贡、遂宁、南充等地的 16 支队伍 150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还邀请了羽毛
球世界冠军谢中博到现场指导。

比赛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羽
毛球竞赛规则》，执行三场两胜制，小组赛
采用15分制，决赛阶段21分制。通过紧

张激烈的小组赛、决赛，最终，安岳县羽毛
球协会一队获得第一名，遂宁一队获得第
二名，安岳新华阳光·誉品队获得第三名。

近年来，安岳县委、县政府认真贯
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把发展体
育事业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在措
施和保障上下功夫，主动作为、因地制
宜，积极开展自行车比赛、乒乓球比赛
等体育健身运动，体育事业发展取得了
长足进步。

安岳举行“新华阳光·誉品杯”
羽毛球邀请赛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停电时间：2018年 10月 27日 08:00— 2018年 10月 27日 18：00
停电线路：10kV石皇线
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停电范围：资阳雁江区皇龙路：万源小区、区人民法院、平安小区、

锦绣佳苑、永丹南苑A,B区、新苑小区、石油小区、台阳路石油小区、台阳
路公变、恒源压缩天然气、市政路灯

备注：遇雨顺延
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请以上用电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因停电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热线
“95598”。

便民信息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为改善与
保护我市渔业生态环境，提高渔业生产
质量，维护资源种群生态平衡，10月19
日，市水产渔政局在雁江区临江镇溪木
沟码头开展天然水域增殖放流活动。

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苗被放到沱
江河后，欢快地向四面八方游开，开启
了修复生态之旅。“今年投放的鱼苗以
鲢鱼、鳙鱼为主，一次性投放检疫合
格、体质健康的鱼苗 220 余万尾。”市
水产渔政局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增

殖放流，可有效增加天然水生生物资
源量、提高水域生产力、改善生物群落
结构、修复水域生态环境。”

下一步，市水产渔政局将加强此
片水域的巡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严禁违规捕捞，确保增殖放流取得实
效。同时，希望广大渔民和社会各界
群众自觉遵守渔业法律法规，支持和
配合管理工作，积极参与到渔业资源
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沱江水生态作
出积极贡献。

我市向沱江投放鱼苗
220余万尾

本报讯（任红英）10 月 19 日晚，资
阳市第三届“蜀人原乡”文化艺术周原
创歌曲展演专场文艺演出在苌弘演艺
中心举行。国网资阳供电公司为“红细
胞”工程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因为有
爱》亮相本次活动，再次向市民传递了

“红细胞”的大爱和温暖。
自 2015 年国网资阳供电公司专程

为“红细胞”量身定制的原创歌曲《因为
有爱》出炉后，深受公司职工和市民的
喜爱，且广为传唱，先后在省公司职工
文化成果展演、资阳市首届春晚、公司
十五周年职工文艺演出、“感动资阳”十

大人物颁奖典礼、资阳市除陋习文明新
风文艺汇演上进行演出。

接到此次演出任务后，在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公司精心安排，组织
抽调了 20名职工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就
完成了排练和演出。当晚的演出，演员
们通过歌曲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再次
把“红细胞”的精神和力量传递给了更
多的人，节奏明快的旋律，刚劲优美的
舞姿将晚会推向了高潮，赢得台下观众
阵阵热烈的掌声，让“这城市有爱”的名
片在深入人心同时，也展现了国网人良
好的文艺素养和精神风貌。

资阳供电公司组队参加
“蜀人原乡”文化艺术周演出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10月 22日，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表彰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表彰全省 2014—
2016年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部署下一步工
作。会后，我市赓即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相关精神。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吴宗权在资阳分会场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舒勇、雷刚在资阳分会场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4—2016年，我市全
力开展货车“双超”治理、安保工程（路
侧护栏）建设、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重点车辆及驾驶人综合信息平台

建设、高速公路智能监控系统建设、交
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全市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显著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
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全
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表彰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要求，抓紧做好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
各项工作筹备、细化工作措施、落实工
作责任；相关职能部门要继续做好全
市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工作，不断强化
监管，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坚决防止较
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部署
道路交通综合治理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10月 22日，
我市 2018 年度市本级年轻干部铸魂
工程专题培训举行开班仪式。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周宇出
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周宇指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要坚定理想
信念、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丰富政
治理论知识，准确把握“八个明确”的
丰富内涵和“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
略；坚定政治信仰，坚定“四个自信”；
严守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
持“四个服从”，始终如一忠诚于党，
忠诚于人民。要勇于担当尽责、勤于
创新创造，带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练就高强本
领，强化担当尽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主动肩负

起时代使命，切实铸牢担当实干的事
业之魂，始终把实干作为成就事业、
造福百姓的唯一途径，齐心协力把资
阳的美好发展蓝图变为现实。要严
以修身立德、恪守法纪要求，切实筑
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养成良
好人品官德；始终坚持挺纪在前，牢
固树立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强化法
治信仰，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牢固
树立法治思维，时常揽镜自照，时刻
反思自省，切实铸牢清正廉洁的形象
之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学员们要珍惜此次培训机
遇，全身心投入学习，严格遵守纪律
要求，真正在学习中提升政治素质、
专业能力和工作士气。

据了解，此次培训将持续到 11 月
30日，培训学员 43名。

本报讯（吴双桂）近日，笔者从安岳
县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以
来，安岳县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工作，涉及安岳县牵头和配合
完成的整改措施共 32条（2018年需完成
17 条），现已完成 12 条，其余 20 条均达
到序时进度。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成立以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安岳县落实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切实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坚持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形成合
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制定下发《关
于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梳理出 5大类
25 项整改任务，明确了 107 条具体整改
措施。对反馈问题的整改实施“清单
制+责任制”，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责任
人、整改时限、整改目标和整改措施。

在力度上加速加压。按照中央第
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要求和问题措施清单，严格对照时间节
点，主动对表对标，全面推进问题整改
工作。针对反馈的突出问题，严格落实
责任领导包案负责制，做到定期分析、
深入研判，查找原因、持续整改，做到逐
一盘点销号。针对反馈的共性问题，按
照中央督导检查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做

到举一反三、认真谋划、狠抓落实。
在措施上抓实抓细。按照安岳县环

保督察整改方案和责任清单相关要求，
制定有针对性、时限性和可操作性的整
改措施，建立问题整改工作台账，严格按
照整改时限要求扎实推进，坚决做到整
改任务没有遗漏、任务分解全部明确、责
任落实全面到位、问题整改全面彻底，确
保整改工作高效、规范、有序推进。

在资料上再度完善。各级各部门
按照“有决策部署、有贯彻学习、有工作
安排、有跟踪落实、有细化考核”的工作
脉络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加强对工作痕
迹资料的留存，确保每项整改任务都有
相应的佐证材料支撑，逐项对照反馈问
题事项，逐个分析势态原因，认真核实
核查整改过程中形成的整改方案、会议
纪要、工作简报、图片影像等相关资料
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对应性，确保整改
资料达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要求。

在督查上从严从实。工作专班坚
持月调度制度，统一调度 32条整改措施
整改情况，对已整改完成的问题及时组
织人员对现场整改情况进行核实，并随
时跟踪防止反弹回潮。自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安岳县“两办”督
查室开展了 5 次问题整改专项督查，持
续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表面整改、
虚假整改，用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措施
和严厉问责促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
实，推动各项整改任务全面完成。

本报讯（韩菊芳）“人之初，性本
善……”伴随着《三字经》《弟子规》等
国学经典名篇的朗朗诵读声，10月 19
日，乐至县中小学国学经典诵读启动
仪式在劳动镇将帅希望小学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乐至中学高级语
文教师陈荣给该校师生带来国学经
典讲座，将国学经典通过唱歌、演讲
等方式演绎出来，让师生们通过不同
的视听效果对国学经典有了更深层
次的理解；将帅希望小学的学生也用

自己的方式对国学经典进行了展示，
朗诵《弟子规》、歌伴舞《青花瓷》、全
校师生唱唐诗等表演以国学经典为
内容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喝
彩，浓浓的国学诵读氛围包裹着整个
校园。启动仪式上，乐至县关工委还
向将帅希望小学赠送了国学经典诵
读读本。

据悉，启动仪式后，乐至县将在全
县各中小学校中广泛开展国学经典诵
读活动。

安岳县

全力抓好环保问题整改

市本级年轻干部
铸魂工程专题培训开班

读国学经典 做四有新人
乐至启动中小学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讯（张运）10月 15日，雁江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领区级相关部门同
志，检查相关企业落实中央和省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切实推进雁
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检查组先后到松涛镇罗家
坝砂石整治现场、四川昊元绿舍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迎接镇鸿基再生资源
市场、迎接镇能威公司等地，详细查
看环保问题整改和环保设备设施使
用、运行情况，与企业业主深入交流、
宣传环保法律法规，并提出整改意
见，对个别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开具问
题整改通知，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检查组要求，全区相关部门要
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相关标准，深
入现场，认真指导企业原料堆放、废
旧品处置、厂区环境卫生等工作，向
企业宣传环保法律法规，依法依规
开展检查执法。各企业要积极主动
配合，在相关部门指导督促下，认真
开展环保问题整改，持续规范企业
绿色运行。对个别环保不达标的企
业，相关部门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建立问题台账，开具限期整改通知，
明确部门、企业职能，确保责任到
人，全面持续巩固中央和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

雁江区

持续巩固环保问题整改成果

市公安局：
电话：028-26559336
来信邮箱：资阳市公安局扫黑办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366号
雁江区公安局：
电话：028-26925829

邮箱：19888614@qq.com
乐至县公安局：
电话：028-23322146
邮箱：3508262101@qq.com
安岳县公安局：
电话：028-24536821
邮箱：173467747@qq.com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10月 22日，
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全覆
盖督导工作汇报会召开，集中听取市
级有关部门的工作情况汇报，对学习
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进行再督
促、再推动、再落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周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市级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领会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精神实
质，坚决把省委市委全会新思路新理
念新要求作为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
神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全力
以赴抓落实，始终把抓好省委、市委
全会各项决策部署作为贯穿一切工
作的主题和主线，紧密结合实际，抓

好工作谋划，把工作进度细化到每个
时间节点，把推进措施落实到每个项
目，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要紧紧围绕省委给予资阳发展

“十个方面支持政策”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开拓创新，在发展思路上求
突破，在推进成资同城化等重点项目
上求突破，在乡村振兴上求突破，推
动资阳实现新跨越。要凝聚人心提
士气，迅速把市委激励干部 22条举措
转化为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源源动力，
以贯彻“22 条”传递市委关爱，以用人
导向引领干事风尚，以容错纠错大胆
撑腰鼓劲，多措并举、想方设法点燃
干部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和火热激
情，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李青依）10 月 22 日
上午，市委办公室举行“省委市委重大
决策部署和党规党纪知识”测试，市委
办公室及管理部门近百名干部职工参
加测试。

本次测试以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和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党风廉政
建设等党的建设理论知识为主要内

容。市纪委派驻市委办纪检组有关负
责人表示，举行本次知识测试，是对市
委办公室党员干部学习贯彻省委市委
全会精神以及党章党规党纪的一次体
检，通过这种以考促学的方式，可以进
一步深化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的理解
和认识，强化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进
一步筑牢思想防线。

我市督促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再落实

市委办举行党规党纪知识测试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10月 22日，
雁江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率队调研督导
中心城区环保问题整改、背街小巷治
理以及“双创”工作，推动“双创”工作
持续深入开展。

督导组深入居民小区、环保整改
点位、背街小巷等地方，实地查看整治
成效，了解整治措施，听取群众意见，商
讨完善工作方案。督导组要求，各级各
部门要持续推进市容市貌“十大专项治
理行动”和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扎实推动环保问题整改，由点及

面，深入推进中心城区环境治理，特别
是背街小巷等卫生死角，确保中心城区
里里外外一个样。持续开展背街小巷
治理，深入开展占道经营整治、“牛皮
癣”清理、车辆乱停乱放等工作，创造畅
洁绿美、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坚持以
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完善为基础，推动
城市治理与创建工作“同频共振”，切实
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实施。进一步加强

“双创”工作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干群积
极性和主动性，营造“人人支持、人人参
与”的浓厚“双创”氛围。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雁江推动“双创”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学生们诵读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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