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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外环路以东、康乐南路以南，横三道路以北、成渝铁路以西两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宗地编号

2019- 高
B-1

2019- 高
B-2

地块
位置

外环路以东，康
乐南路以南

横三道路以北，
成渝铁路以西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

34124.75

60230.45

土地用途
及面积（㎡）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

＞0.8

建筑密
度（%）

＞40

＞40

绿地率
（%）

＞10且
＜20

＞10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起始价
（万元）

615

1190

保证金
（万元）

125

240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资高管告〔2019〕2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
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方式为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
挂牌报价不低于底价的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 3月 14日至 4月 10日（正常上
班时间）到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702

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资阳市土
地矿产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我委
于2019年4月10日10时组织申请人对
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 2019年4月10日16时（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保证金交款单
位须与竞买申请人一致，禁止代缴竞
买保证金。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产交
易中心将在 2019 年 4月 10日 17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地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街 12号 2楼），
受理竞买人的报价时间为2019年4月
3日8时30分至4月12日10时00分止

（含法定节假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资阳市城区娇子大道与二环路交汇
处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702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3月14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
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方式为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
挂牌报价不低于底价的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 4 月 10 日（正常上
班时间）到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702

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资阳市土
地矿产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我局
于2019年4月10日10时组织申请人对
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 2019年4月10日16时（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保证金交款单
位须与竞买申请人一致，禁止代缴竞
买保证金。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产交
易中心将在 2019 年 4 月 10 日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地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街 12 号 2 楼），
受理竞买人的报价时间为 2019年 4月
3日 8时 30分至 4月 12日 10时 00分止

（含法定节假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中心（资阳市城区娇子大道与二环
路交汇处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702 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4日

宗地
编号

2019-
B-1

2019-
B-2

地块
位置

雁江区中和
镇明月村

雁江区中和
镇明月村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

31484.57

2274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1.0

建筑密度
（%）

≥30

≥30

绿地率
（%）

≤20

≤20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起始价
（万元）

860

620

保证金
（万元）

180

130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39号令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雁江区中和镇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资自然资告〔2019〕2号

（一）
停电时间：2019年3月21日8：

00-18：30
停电线路：10kV白桥线
停电原因：变电站计量装置处

缺、对接箱更换
停电范围：宝台大道(天禧施

工用电、沱江花园)
（二）

停电时间：2019年3月21日9：
00-11：30

停电线路：110kv小山站 10kV

小城 II线#922开关至10kV城西开
闭所#921开关之间线路

停电原因：变电站电缆中间接
头热熔处理

停电范围：新华路(云天慧中、
新华宾馆、农行、禾邦、华升苑、世
纪华庭)

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
将延长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19年3月13日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便民信息

本报讯（王潇 刘孝军）近年来，乐至
县坚持以“全域文明·全面提升”为目
标，大力实施“五大行动”，不断深化乡
风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
新气象。截至目前，已建成全国文明村
镇 3个、省级文明村 5个、县级及以上文
明村镇300余个。

——突出点面结合，实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大走廊建设行动。坚持“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聚片成面”的建设思
路，持续实施“文明新村·幸福家园”示
范点建设，建成示范点36个；在高寺镇、
童家镇、中天镇等乡镇实施“精神文
明+”示范片建设；持续推进文明单位与
贫困村、乡村学校少年宫“10+5”共建行
动，全面促进全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
质扩面。

——突出“一约五会”，实施“文明
新风润万家”行动。深入推进村民自
治，修订完善一套老百姓“看得懂、记得
住、做得到、能管用 ”的村规民约，开展
十佳“村规民约”评选活动。召开村民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乡风
评议会、观摩评比会“五大会议”，与村
民广泛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引导形
成移风易俗良好势头。

——突出典型引领，实施“村村好
人榜、组组互助队，树乡贤倡新风”精神
文明建设实践行动。在孔雀乡、东山镇
试点实施文明积分制，提升群众做好事
的积极性，营造浓厚的“好人有好报”氛
围。健全道德模范培树机制，巩固县、
乡、村三级评选网络；明确“帅乡志愿·
有你有我”主题，村级志愿服务站建设

实现全覆盖，组组互助小分队常态开展
关爱帮扶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常
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乡贤数据
库，组建乡贤文化推广队伍，开展“最美
乡贤”评选活动。

——突出文化熏陶，实施“文化
传承提素质”行动。传“家”文化正家
风，广泛开展家风家训“挂厅堂、进礼
堂、记心堂”活动，多形式宣传展示好
家风好家训。传“村”文化忆乡愁，开
展村训、村史、村歌的提炼传播，开展

“ 我 们 的 节 日 ”主 题 民 俗 活 动 。 传
“德”文化润民心，进一步规范道德讲
堂建设，组建“小红帽”道德巡讲小分
队，进村入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
升村民素质。

——突出洁净家园，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六净二治一提升”行动。开展净
河、净沟、净路、净院、净库、净田园，治
厕、治乱，乡风文明提升“六净二治一提
升”专项攻坚行动，进一步营造整洁、优
美、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3 月 13 日，
记者从市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因资
阳迎宾大桥（沱三桥）北桥头管网和
路面施工，经过该路段的 7 路、11 路、
15 路、17 路等 4 条公交线路自 3 月 12
日 16：30 起 绕 道 运 行 ，希 望 市 民 注
意，不要坐错公交车。具体线路调整
如下：

7路绕行线路：
沱江新城开往教育园区方向：从沱

江新城照常至滨江游乐场，转入东福四

区→沱江一桥→中医院→回原线路至
教育园区。

教育园区开往沱江新城方向：从教
育园区照常至中医院，转入沱江一桥→
东福四区→滨江游乐场→回原线路至
沱江新城。

11路绕行路线：
沱江新城开往幸福谷方向：从沱江

新城照常至东福四区，转入政府东路口
→回原线路至幸福谷。

幸福谷开往沱江新城方向：从幸福

谷照常至政府东路口，转入静苑小区→
东福四区→沱江新城。

15路绕行路线：
沱江新城开往玉柴公司方向：从沱

江新城照常至滨江游乐场，转入东福四
区→沱江一桥→静苑小区→政府东路
口→回原线路至玉柴公司。

玉柴公司开往沱江新城方向：从玉
柴公司照常至政府东路口，转入静苑小
区→东福四区→滨江游乐场至沱江新
城。

17路绕行路线：
沱江新城开往侯家坪派出所方向：

从沱江新城照常至滨江游乐场，转入东
福四区→沱江一桥→静苑小区→建东
市场→资阳客运站→医药公司→回原
线路至侯家坪派出所。

侯家坪派出所开往沱江新城方向：
从侯家坪派出所照常至医药公司，转入
资阳客运站→建东市场→静苑小区→
沱江一桥→东福四区→滨江游乐场→
回原线路至沱江新城。

四川在线资阳频道消息（记者 黄
智微）近日，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向社会公布 2019 年第一批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行为，资阳市雁江区一男
子因拖欠 30 余名民工工资 12 万余元

“被点名”。
2018 年 11 月 27 日，伍洪、查体彬、

谭刚勇等人到雁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投诉自然人胡浩在承包资阳市雁江
区某 KTV 装修工程项目期间，拖欠 30
余名民工 2018年 5月至 10月工资 12万
余元。

据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通报，2019 年 1 月 7 日，雁江区人社局
以《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
令胡浩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全额支付
拖欠的工资 12万余元。整改期限到期
后，胡浩没有履行改正指令。 2019年 1
月 16 日，雁江区人社局以涉嫌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将此案移交资阳市公安
局雁江区分局，该案现由资阳市公安
局雁江区分局依法处理中。

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关系监察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述
违法对象将被记入用人单位劳动保障
守法诚信档案，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信用体系。人社部门与其他部门和
社会组织将依法依规对上述违法对象
实施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使其“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切实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有哪些依法查处并作出处理决定
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

（一）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劳动

报酬，数额较大的；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的；

（二）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或者不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情节严重的；

（三）违反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
定，情节严重的；

（四）违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
劳动保护规定，情节严重的；

（五）违反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
（六）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造成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其他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精神文明建设大走廊建设行动 ●“文明新风润万家”行动
●“村村好人榜、组组互助队，树乡贤倡新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行动
●“文化传承提素质”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六净二治一提升”行动

五大行动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践行

迎宾大桥北桥头封闭施工

3月12日起4条公交线路要绕行

拖欠KTV装修工资12万元被点名

资阳公布今年首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赵明）3月11日，安
岳县公益诉讼涉林案件生态复绿示
范基地建设启动仪式在城北乡陶海
村举行。该基地是我市首个“生态复
绿”示范基地，位于陶海村七里桥饮
用水源保护区，属第一期项目。

根据“谁破坏、谁恢复、谁治理”
的原则，对于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占
用农用地等破坏林木资源的违法行
为人，可以在原地补种处罚数量的树
苗，也可以在陶海村公益诉讼涉林案
件生态复绿示范基地（一期）进行补
种，履行行政补种责任或民事生态修
复责任，维护生态环境。

据 悉 ，在 涉 林 公 益 诉 讼 实 践
中，违法行为人需要补种所砍伐树
木数倍树苗，检察机关发现执行过
程中可能出现违法行为人无地可
种的情况，由此公益诉讼涉林案件
生态复绿示范基地应运而生。建
立该示范基地是安岳县人民检察
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立足
打击、预防、监督、教育和保护的检
察职能，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修
复机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务实之举。

截至目前，该院已立案办理破坏
林木资源公益诉讼案8件。

我市首个“生态复绿”
示范基地在安岳启动建设
以检察公益诉讼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规定您的微信需实名认
证，12小时未认证将停用所有功能，
为避免给您带来不便，请登录 www.
wxqqxz.com进行认证。”如果收到这
样的短信你要小心了。

3月 11日下午，家住成都的叶先
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骗局。叶先生告
诉记者，点击短信上的网址后出现的
是一页关于微信支付安全的介绍。

“看到网址和内容我就觉得有点怪
异。”叶先生说，其中介绍内容还特别
规定认证时间为收到短信通知后的
12小时内，超过时限账户将被冻结。

“更怪异的是，最后居然让你填
银行卡卡号、密码、身份证等信息，我
觉得肯定是骗局。”叶先生提醒，很多
没做过微信认证的中老年用户，要特
别当心。不仅是叶先生收到过这样
的短信，记者浏览近期微博、贴吧等

网络平台发现，自 3月份开始通过此
种实名认证招数，诈骗用户钱财的消
息便频频出现。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微信安全中
心团队，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这是
诈骗分子通过“伪基站”伪装成微信
支付客服 95017 发的短信，而这样的
模式早在 2016年就出现过。微信方
面还告诉记者，微信官方不会离开自
身应用，通过短信方式通知用户去填
写/完善任何资料，尤其是涉及填写
身份证、银行卡或账户密码等包含隐
私信息的资料；同时用户若收到类似
亲友要求加微信/QQ好友、或求助短
信，需与亲友电话确认；在填写自己
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等重要信息
时一定要慎重，确保网站是真实可靠
的。

据四川在线

“您的微信需实名认证”？
收到这种短信一定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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