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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接受委托，将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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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公开现状拍卖车牌号为川
M0338A本田CR-V小型越野车，
型号为思威牌 DHW6452（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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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40700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即日起在市林业局停车场展示
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5 时前持有效证件、
按规定缴纳履约保证金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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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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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57981
1898038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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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委宣传部，市级新闻单位，省级媒体驻资机构：
2018年以来，全市新闻工作者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省委十一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四届
六次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
仗，按照市委对宣传工作“深下去、提起来、拓展开”的要
求，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主题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对
内有效引导发动全市人民关注资阳、热爱资阳、建设资
阳，对外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提升了资阳认同度知名

度美誉度，新闻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敬业奉献、守正创
新的先进典型。为表扬先进，激励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
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优异成绩，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舆
论引导作用，在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经研究
决定，对被评选为“2018年资阳市重大主题宣传先进个
人”的徐霞等 11名同志和被评为“2018年资阳市对外宣
传先进个人”的丁琦峰等 18名同志进行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的同志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全市新闻工作者要以受表扬的同志为榜样，
继续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牢牢把
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不
断改进作风、改进文风，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舆论引导
水平，为“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和成资同
城化发展率先突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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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代表

发言精粹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11月 8日，我市召开庆祝第十九个
中国记者节座谈会，表扬全市 2018年重大主题宣传先进个人
和对外宣传先进个人，向全市新闻工作者及中省级驻资媒体
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凯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新闻工作体现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展示
主流价值。今年以来，全市新闻战线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围绕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展开全方位立体式宣传，
发挥了提振信心、汇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成效值得肯定。

会议要求，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的战略谋划开启了资阳发
展新征程，我市宣传工作也要呈现新气象。全市新闻工作者
要继续聚焦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发力，发掘资阳特色亮点，讲好发展成就、先进典型的故事，
从中提炼资阳精神。要坚持守正创新，增强新闻舆论传播力
影响力，加强创意策划、用好用活新媒体。要勇于担当作
为，练就过硬本领树立良好作风，积极践行“走转改”活动，提
升新闻队伍综合素质，搭建好人才干事创业平台，为建设“成
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推进成资同城化发展率先突破
贡献力量。

会上，部分获奖代表作交流发言。

我市召开庆祝第十九个记者节座谈会

坚持守正创新
勇于担当作为

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 资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关于表扬2018年重大主题宣传和对外宣传先进个人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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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从事电视
行业的第 6 年，我很感谢
现在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的同事，也特别喜欢现在
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今
年，由于大环境和小环境
的影响，我们部门也开始
改 革 ，实 行 采 编 播 一 体
化、多劳多得的考核方
式，每个人必须去适应融媒体时代新闻运作的特点，也需
要掌握两门以上的技术。在大家的互帮互助下，我也渐渐
从只会播音，转型学会了写稿和编辑，目前正在学习摄像，
基本上实现了采编播一体化。新的考核机制给我带来了
更多幸福感、满足感、荣誉感。我将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
质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资阳广播电视台
记者、播音员
陈维：

也许在他人享受快乐时光时我们还在
奔劳；也许当人们沉浸在香甜的美梦中时，
我们仍在孤灯下敲打着文字……作为一名
新闻工作者，我将时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度，牢牢把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心为
笔，与城同行，用心记录成资同城化创新发
展先行区建设的新景象。作为一名传递温
暖与希望的使者，我心中有理想，笔头有激
情，用笔描绘美好的时代。

雁江区委新闻报道组
龙涛：

安岳县委新闻中心
通联站副站长
许长江：

乐至县广播电视台
团支部书记
陈波：

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
有机会踏遍一个城市的山
水，也不是每一份职业都
有幸记录一个城市的历
史、参与这座城市的发展，
衷心感谢这份职业，让我
们能够获此殊荣。我们一
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力
争做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
者，不断创新报道方式，让新闻报道更有思想、更有温度、
更有品质。让全省千万受众看到一个开放、奋进、美丽、怡
然的资阳。

四川日报记者
郭静雯：

新闻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事业，
当我接触到这份工作时，我就深深
沉浸其中、历练其中。

不曾想转眼间，现已是在县广播
电视台工作的第8个年头，回想过去
的时光仿佛还似昨天。记得刚入职
的那年，懵懂无知的我就是一个整天
跟在老师后面虚心讨教的跟屁虫。7年来，我参与拍摄制作了三四
百部专题节目，2016年开始尝试编导拍摄制作微视频、微电影以及
广告，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和琢磨，使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部分专题和微视频作品在省、市、县获得了名次和奖项。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已
然深深地刻进了我心中、化入我的
骨髓。正因为不敢忘、正因为不能
忘，才把这句话作为生命中的真理
与追求。今年来，我在资阳日报发
稿 120余篇，省级媒体发稿 60余篇，
国家级媒体发稿40余篇，《四川安岳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托起贫困群众“致富梦”》获第五届“宣传资阳好新
闻奖”网络类三等奖，《我与资阳日报之两年》在《我们同行》20周年纪
念特刊征文中评为优秀作品，2017 被资阳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感谢各级媒体给了我一片遨游的天空，让我把执着和热情尽情挥洒。

我将砥砺前行，用我的笔去讲述安岳动态的美景，用我的心去感
受资阳前进的脉搏，以实际行动向广大读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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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资阳市对外宣传先进个人名单
（共18名）

不觉入行已经有 12 年，这 12 年里看惯
了媒体行业的人来人往，听多了“改行奔前
程”的故事。迷茫过、不知所措过、囊中羞涩
过、生活窘迫过。好在，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总能遇见良师引路，总能和益友结伴同行。
在座有先于我的资阳新闻人，你们像是灯
塔，坚定了我的从业信心，谢谢你们的指引；
而我身旁也常伴认真严谨的伙伴们，你们亦
是明镜，为我照出差距，陪我蹒跚前行，谢谢
你们陪伴。

资阳日报记者
蒲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