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至县民政局、乐至县国有资产
管理办公室委托中泰百聪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拟对乐至县中心敬老院经营
权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租，兹邀请符
合本次招租要求的投租人参加投租。

一、项目名称：乐至县中心敬老院
经营权项目。

二、项目位置：位于乐至县天池镇
皂角村 7组。

三、招租项目简介：乐至县中心敬
老院位于乐至县天池镇皂角村 7 组，
占地 25 亩，总投资 1200 万元，建筑面
积 5000平方米，床位 157张，是标准化
建设的养老服务机构。根据乐至县人
民政府常务会议决事项的通知第 98
号要求，拟将乐至县中心敬老院（现
状）通过公开招租实行公建民营。（详
见招租方案第六章）。

四、投租人参加本次招租活动，应
当在提交投租方案前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
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其经营范围含养
老服务；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
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招租活动前三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现任法
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近三年来或自
投租人单位成立以来无行贿犯罪记
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详见招租方案第四章）。
五、招租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自 2018年 11月 29日至 2018年 12

月 03 日（9：00-11：30、14：3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在中泰百聪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乐至县天池镇文庙街 348
号）报名。报名时应出示报名投租人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信交代理
机构留存（加盖投租人鲜章）。报名后
购买招租文件，每本 300元。

六、投租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18日 14：30（北京时间）。

开租时间：2018 年 12 月 18 日 14：
30（北京时间）。

投租方案必须在投租截止时间前
送达评租地点。逾期送达的投租方案
不予接收。本次招租不接受邮寄的投
租方案。

七、评租地点：乐至县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

八、本招租邀请在资阳日报以刊
登招租消息形式发布，同时在乐至县
城区公示栏以公告形式发布。

九、联系方式
招租人：乐至县民政局
联系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
028-23352479、15082148060
代理机构：中泰百聪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建设北路三段 2 号

龙湖三千集A座 1405室
联系人：杨女士、熊先生
联系电话：
028-83111618、15308371024

2018年11月29日

租 赁 邀 请

11 月，丹山镇大佛村雾气缭绕。
该镇党委书记李林挨家挨户走访，把
农户家里不用的破缸烂罐，断砖残瓦
收集在一起；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不
用的木料、竹器堆放在一起，然后集中
分配：张家的破缸可以再造型，用来种
点多肉；李家烂瓦可以敲碎，把他家屋
后那笼竹子装饰一下；陈家的那点鹅
卵石不要浪费，和点水泥铺在沟里作
点缀……

大佛村，就这样以家庭为单位，根

据实际情况，将小品景观打造融入到
农户的日常生活中。步道、小景、石
凳、壁画……“前临万亩荷塘，后有乡
村公园”，农民聚居在美景中，生活质
量、卫生习惯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

“四好”目标，在这里将逐步得以呈现。
近年来，雁江区为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市委、
市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部署，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在全区开展了“四好村”创建活
动。通过加强村庄民居建设改善农村
居住条件，通过培育发展主导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通过加强农村环境
整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加强农
村基础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民生活质
量。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省级“四好
村”62个，晏家坝村获评“全国美丽宜
居村庄”、大田村获评“四川十佳乡风
文明示范村”。

游客四季吃游客四季吃柑橘柑橘 农民四季住公园农民四季住公园
——雁江打造天府国际雁江打造天府国际机场机场““生态门厅生态门厅””、、成渝经济走廊成渝经济走廊““康养花园康养花园””

□ 本报记者 蒲敏

11月的雁江，硕果累累。
碑记镇、丰裕镇连片的柑橘迎
来丰收，一辆辆大卡车直接开
到田间地头，一箱箱柑橘装上
卡车。这些柑橘，将销往西安、
天津、北京，甚至越南、老挝。

近年来，雁江区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
推进“七大片区”建设，开展
“四好村”创建，突出农旅融
合，大力发展以休闲度假、旅
游观光、养生养老、农耕体验
等为主的休闲农业，并举办春
季郊游赏花、夏季品虾赏荷、
秋季佛橘节、冬季长寿养生节
等“四季游”主题节会，使全区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得到
不断提升，2017年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年度全省“三农”工
作先进区称号。

今年，雁江区聚焦“五个
振兴”目标，围绕成资同城化
发展，布局“花溪河生态休闲
农业核心区”“沱江绿色蔬菜
发展轴”“国道321早熟蜜柑
发展带”“成资渝高速晚熟蜜
柑发展带”“雁江优质粮油环
线”，构建“一核一轴、两带一
环”发展框架；围绕产业布局，
统筹做好新村、交通、生态等
区、镇、村三级规划，推进乡村
振兴和成资同城化“多规融
合、多规合一”，打造天府国际
机场的“生态门厅”、成渝经济
走廊的“康养花园”。

2018 年，雁江区柑橘再获丰收。
作为雁江的传统产业，柑橘产业的发
展也因为品种更新和技术升级驶入了
现代农业的快车道。

“原来说到柑橘，首先想到碑记、
丰裕。碑记、丰裕种的柑橘叫蜜柑，是
比较传统的柑橘品类，每年上市时间
是 8 月份；现在我们伍隍镇发展的
1000亩晚红血橙，每年 3月上市；目前
发展的这批新苗，叫明日见，挂果后，
每年 2月份成熟……现在雁江的柑橘
种类多达几十种！”伍隍镇党委书记刘
大彬的介绍，为记者打开了一座“柑橘
知识宝库”。

春季上市的晚红血橙，留树保鲜能
够长达十个月左右；夏季有沃柑、夏橙；
秋季有杂柑；冬日有脐橙、椪柑……雁
江区布局的“ 国道 321 早熟蜜柑发展

带”“成资渝晚熟蜜柑发展带”，让“一年
四季都有上市鲜果”变为了现实。

而柑橘产业的发展，只是雁江现
代农业发展中的一角。

雁江区从 2017 年开始规划布局
“七大片区”农业产业园，通过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广“种养结合、
粮经复合、农旅融合”模式。

目前，雁江区以“老三片”（以宝
台镇富凉村、中和镇凉风村、丹山镇八
字墙村为基础）提质扩面和“新四片”

（“清水镇滴水岩村”“伍隍镇铺子坳
村”“东峰镇大田角”“南津镇金谷湾”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全面建设为依托，
将现代农业连线成片，形成了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雁江区积极融入成资同
城化发展。坚持“都市近郊型现代农

业”产业定位，对接成都“一山两翼”发
展规划，立足毗邻成都的优势，建设精
品水果基地 30万亩、绿色蔬菜基地 30
万亩和“稻鳅”“稻鱼”“林下鸡”等特色
种养基地10万亩，目标瞄准“建成成渝
绿色食品加工配送基地”，突出“高精
尖、新奇特”和“低碳循环”的特点。依
托园区建设，雁江提质打造碑记丹桂、
中和干沟等 8大精品果园，李家坝、葫
芦坝等 9大绿色菜园，老君大溪、新场
双石桥等 6 大种养产业示范园，花溪
河、金竹湾等农旅融合示范园。截至
目前，已成功建成全市首个万亩丘区
现代农业示范园，接连打造农业示范
园区52个，发展经济林木、优质粮油等
8类基地 120余万亩，累计培育种养大
户 7000余户、家庭农场 466个、农民专
合社1037个、农业企业105户。

“七大片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四好村”建设让农民住进公园

保和镇明星村柑橘基地。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根据四届资阳市委第六轮巡察
工作安排部署，市委 3 个巡察组将采
取“1+1”方式，常规巡察市委党校（市
行政学院）、资阳日报社、资阳师范
校，巡察“回头看”市城市行政执法
局、市教育体育局、市残联。根据巡
察工作职责，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
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
县级干部以及所属管理单位主要负
责人、重要岗位干部问题的来信、来
电、来访，重点受理有关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
力等方面问题，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问题，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问题，以及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
方面的举报和反映。欢迎广大干部

群众针对上述巡察内容反映问题、提
供线索。对反映涉法涉诉、个人诉求
等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其他问题
的，请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到相关部
门反映。

1、市委第一巡察组：市委党校
（市行政学院）、市城市行政执法局

进驻时间：2018年 11月 28日
联系电话：15760026643
电子邮箱：sjzyswxc1@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

公区二号楼 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
②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对大门
右侧外墙；③雁江区学苑路 463 号市
委党校大门处；④雁江区天台路 368
号城管环保司法办公大楼 1楼中间电
梯左侧；⑤雁江区南河街 6 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处 2楼进门右侧

接待地点：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
楼 7楼 705办公室

2、市委第二巡察组：市教育体育
局、资阳师范校

进驻时间：2018年 11月 28日
联系电话：15760026645
电子邮箱：sjzyswxc2@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

公区二号楼 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
②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对大门
右侧外墙；③雁江区和平南路 153 号
资阳师范校教学楼右侧；④市级机关
办公区二号楼 12 楼出电梯左侧安全
出口通道

接待地点：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
楼 7楼 708办公室

3、市委第三巡察组：资阳日报
社、市残联

进驻时间：2018年 11月 28日
联系电话：15760026647
电子邮箱：sjzyswxc3@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

公区二号楼 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
②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对大门右
侧外墙；③雁江区娇子大道二段597号
资阳日报社办公大楼底楼大厅党务社
务公开栏；④雁江区车城大道二段东
二巷芭蕉园小区一号桥门卫室社区直
饮水站旁；⑤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3
楼出电梯右侧安全出口通道

接待地点：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
楼 7楼 713办公室

特此公告。
中共资阳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28日

巡察公告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要闻02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 伍晓玉 版式 李佳峻

资阳12331
资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刘洋）2018 年，国网乐至
县供电公司积极贯彻落实省、市公司
电能替代战略，倡导“清洁、绿色”能源
消费新模式，迅速行动，因地制宜，采
取措施大力推进乐至县城区电能替代
工作。

乐至公司安排熟悉商家的辖区管
理人员收集煤改电潜在项目信息，主
动向准备实施煤改电、气改电的火锅
店、汤锅店商家宣传电能替代优惠政
策和煤改电项目的意义，普及电能替
代知识，同时向商家推介煤改电、气改
电技术和服务措施。为方便客户受理
用电申请，公司开通绿色服务通道，从
报装受理到现场勘察及施工，都确定
专人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确保煤改
电、气改电项目顺利进行。

通过大力宣传推广，2018 年乐至
县共有川味坊、一品肥牛捞锅、香牌坊
火锅、尚品乌鱼等 7家大型餐饮商家使
用电力作为清洁能源进行营业。改电
后的商家表示，用电磁炉、电锅炉的成
本比燃煤、燃气更低，而且干净方便，
不污染环境，经济又环保。目前电能
替 代 新 增 电 磁 炉 868 个 ，新 增 容 量
811.5kW，预计每月增加电量 9万余千
瓦时。

下一步，公司将以目前电能替代
推广模式为“样板”，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走访开拓市场，为客户提供
最优的电能替代解决方案，推动节能
减排，让电能替代业务再上新台阶，
为乐至县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积极
贡献。

乐至县供电公司

加快推进“电能替代”成效明显

督察进驻期：2018年11月3日—12月3日

专门值班电话：028-62612369 专门邮政信箱：成都市A63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时间：每天8：00—20:00 资阳市信访举报电话：12369,12319

中央第五生态环保督察组
进驻四川期间值班电话和邮箱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 杨佳鹭 郭春
荣）按照四届市委第六轮巡察工作安
排，11月 28日，市委 3个巡察组分别进
驻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城市行
政执法局，市教育体育局、资阳师范
校，资阳日报社、市残联开展巡察并召
开进驻工作动员会。各巡察组组长通
报了巡察任务和工作安排，市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察办负责同志
对开展巡察工作提出要求。

各巡察组组长在动员会上指出，
巡察是政治巡察，开展巡察工作是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巡察
组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
针和要求，重点聚焦“六个围绕、一个
加强”开展巡察监督，突出对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巡视巡察整改情
况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巡察的政治

“显微镜”和政治“探照灯”作用。要
求被巡察单位要增强勇于接受巡察
监督、主动接受巡察监督、积极配合
巡察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加强沟通协调，积极配合参
与，坚持立行立改，确保巡察任务圆
满完成。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
察办负责同志指出，本轮巡察是今年

的最后一轮巡察，务必深刻领会、坚
决落实巡察的政治要求、全覆盖要求
和责任要求，坚定不移把政治巡察引
向深入。被巡察单位要像对待身体
健康一样对待政治健康，像对待身体
体检一样对待政治体检，坚决支持，
密切配合，严守纪律，确保巡察工作
有力有序推进。巡察组要勇于担当
担责、依纪依规巡察、加强自身建设，
坚决树起巡察工作的过硬招牌，努力
取得群众看得见、感受到、反响好的
实际成效。

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纷纷
表示，将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精神要求
上来，坚决履行配合支持责任和整改
落实主体责任；端正态度、严明纪律，
全力配合巡察工作；以巡察为契机，举
一反三、积极整改，奋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再上新水平，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再上新台阶。

据悉，本轮巡察时间为 1 个月，巡
察公告已在资阳日报、资阳电视台及
市政府门户网、“廉洁资阳”网、资阳组
工网同时刊播发布，欢迎广大干部群
众按照公告的联系方式反映问题、提
供线索。

市委第六轮巡察进驻相关单位

（上接一版）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关心支持共青团工作，积极营造关注
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的社会氛围。

张征代表团省委对大会召开表
示热烈祝贺。她说，资阳市第三次团
代会以来，资阳各级团组织在市委坚
强领导下，思想引领卓有成效，服务
大局成绩突出，服务青年举措务实，
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可喜局面。新时代新机遇赋予了
当代青年新希望新使命。资阳各级
团组织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认
真贯彻落实团的十八大和省第十四
次团代会各项工作部署，实施好“政
治性引领工程”，肩负起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实施
好“群众性活力工程”，切实承担起巩

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
政 治 责 任 ；实 施 好“ 先 进 性 提 升 工
程”，动员广大青年把报国之志转化
为实际行动，服务好党政大局。

会议总结了共青团资阳市第三次
代表大会以来团的工作，明确了今后
五年全市共青团工作任务。少先队员
代表向大会献词，市群团组织代表向
大会致贺词。会议将选举产生共青团
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

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市人大常委
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郭云放，市领导
刘铁、周宇、雷明、朱一多、张光禄出席
开幕式。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市
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各县（区）、高
新区、临空经济区分管负责同志受邀
参加了会议。

（上接一版）市级领导要亲自挂帅、分
工协作，各地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协调
推进，市同城办要牢记使命、担当作
为，紧扣“谋、推、统”，当好“参谋部”和

“作战部”。
吴旭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成资同城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深
刻把握成资同城化对资阳未来发展的
重大意义，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理清各
部门、各县（区）推进成资同城化发展
的思路、路径、目标，并细化成具体工
作措施。要狠抓工作落实，加强与成
都有关方面的沟通对接，推进成资系

列合作协议、行动计划、重大项目及事
项落地落实，推进成资同城化发展取
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前，陈吉明、吴旭到市成资同城
化办公室看望了抽调干部，勉励他们
担当使命职责，积极为市委、市政府出
思路、提点子、拿方案、抓落实，迅速开
创成资同城化发展新局面。

市领导刘铁、周宇、周燕、周齐铭、
吴宗权、舒勇、许志勋、雷刚、周月霞出
席会议。各县（区）党委，高新区、临空
经济区党工委、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坚定推进成资同城化“头号工程”
抢抓机遇奋力实现资阳发展新跨越

在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新征程上
奋力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