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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6月 24日至
25日，我市举办 2019年生态环境保护
专题业务培训班。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成员、总工程师赵乐晨莅临作专题讲
座，副市长雷刚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
员讲话。

雷刚指出，参加专题培训的学员
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准确把握全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要认

清目标、细化任务、找准工作重点、严
格落实责任，切实把今年生态环境保
护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学懂弄通、务
实担当，不断提升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专题培训期间，省环境监察执法
局调研员熊伟、西南大学心理部曹贵
康和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作专
题辅导和政策解读。

我市举办生态环境保护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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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元根）6 月 25 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组织 6名市级医疗卫生专家到
雁江区新场乡开展“迎七一 建新功”专家下
基层大型义诊活动，给广大群众送医送健康。

本次义诊活动，市人社局组织市第一人
民医院、市精神病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肝胆外科、神经内科、心理咨询科、妇
科、康复理疗科、眼科的 6名专家，配备DR数
字摄影、彩超、心电图、裂隙灯等检查设备和
体检车 1辆，共义诊 286人次。其中，开展DR
摄片、彩超、心电图、血糖、血压等检查、检测
115人次，发放宣传袋 180个，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800余份。

新场乡新街村 12 组村民王久华经过义
诊，被发现患有白内障，专家给出了治疗意见。
她感动地说：“城里的专家大老远来为我们看病，

还不收钱，真是太感谢了。”
此外，专家还为新场乡卫生院全体医务

人员、全乡乡村医生开展了业务培训，市第一
人民医院急重症医学专家汪健作了胸痛患者
急诊救治专题讲座。市人社局有关人员看望
慰问了两名 80多岁有着 50年党龄的老党员，
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祝福。

据了解，在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农业
局等部门大力支持下，市人社局在我市各
个领域挑选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近 20 人组
成种植、养殖、医疗卫生专家团队，常年开
展下基层服务，为基层群众、农业园区、种
养基地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为群众
送医送健康，为乡镇医院开展技术培训及
技术指导，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
水平提高。

市人社局组织义诊下乡

村民家门口看“专家号”

本报讯（曹琦）进入夏季，树木生
长迅速，对电力线路的安全可靠运行
造成安全隐患，国网乐至县供电公司
提前安排，结合以往经验，积极开展线
路通道治理工作。

公司根据线路分布情况制定治理
计划，将线路通道治理任务分解落实
到相关的各个班组及供电所，明确治
理线路及时间，并对通道树竹障碍涉

及到的线路展开巡视巡查，不疏忽、无
遗漏，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在线路通道治理过程中，该公司
积极与园林管理所、乡政府、村组、农
户等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广泛大力宣传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提升广大群众保
护电力设施的意识，营造和谐的供用电
环境，夯实线路安全基础，为电网迎峰
度夏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乐至县供电公司：

开展线路通道治理除隐患

本报讯（陈元根）6 月 24 日，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党支部与中国移
动四川资阳分公司服管党支部、纪工党支
部举行“党建和创”结对仪式及“七一”建党
专题活动。

活动中，三方支部书记签署“党建和
创”活动协议书，全体参会人员站在党旗
下重温入党誓词，中国移动四川资阳分公
司向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
赠送党建书籍。

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邀
请中国移动四川资阳分公司参加“数字城
管开放日”活动，介绍、演示数字城管平台，
中国移动四川资阳分公司参会人员观摩了
12319 城管服务热线受理；市城管行政执
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参会人员观摩了中国
移动 10086热线受理。双方分别对对方的
服务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现场回
复，并达成今后相互开展业务培训的口头
协议。

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与中国移动四川资阳分公司

举行“党建和创”结对仪式及“七一”建党专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6 月 25 日，
成渝黄金分割点·绿色发展示范区
——四川省乐至县宜居城市创享论坛
暨城市发展推介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凯，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朱明仓，省
住建厅二级巡视员何华荣出席会议。

陈凯在讲话中说，我市一直高度
重视并大力支持乐至经济社会发展，
明确定位乐至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展
示范区，诚邀各位企业家、各界精英关
注资阳、关注乐至，来资阳投资、到乐
至兴业。资阳定将进一步创优政策环
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和
人文环境，为企业发展和项目推进提

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开创共赢美好
明天。

会上，乐至就宜居城市发展规划、
投资价值、城市资源作了详细推介。
浙江省四川商会、四川省上海商会、浙
江商会、重庆商会与乐至县政府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成功搭建起全省性
商会与乐至县沟通交流的平台，建立
了正规的沟通合作机制。四川浩创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川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子圣天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蓝
田地景（成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乐
至县政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康养产
业和文旅融合发展等签订了意向合作
协议。

乐至宜居城市创享论坛
暨城市发展推介会在蓉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6 月 25 日，
资阳市检察机关“青雁”禁毒宣讲团宣
讲进职中暨倡议签名活动在雁江区职
业技术学校举行。

“请同学们来了解一下现在新型
毒有哪些？”在学校宣传栏处，“青雁”
禁毒宣讲团的工作人员向学生们发放
了禁毒知识手册，带领他们观看宣传
展板，并向同学们讲述了吸毒对个人、
家庭、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学生们排
着长队，在“拒绝毒品·护航青春”倡议
签名墙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承诺坚

决拒绝毒品。
“什么是毒品？吸食毒品有哪些

危害呢？”报告厅内，“青雁”禁毒宣讲团
成员用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释法，与
200余名学生代表开展互动，让他们进
一步了解了毒品种类和危害性。“通过
今天的学习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法律
知识和禁毒的重要性，知道了毒品对我
们自身的危害，我会告诉我身边的人坚
决不能触碰毒品。”学生唐言兮说。

活动期间，“青雁”禁毒宣讲团还
带领同学们进行了禁毒宣誓。

四川资阳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环科源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资阳临空经济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依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 部令第 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规
划环评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欢迎
公众积极参与并针对该规划及环评
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但不接受与
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一、可到指定网址下载公众意
见表（http://www.zylk.gov.cn/zwgk/
tzgg/content_10540）填 写 ，通 过 信

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临空产业新
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或环评编制单
位提交该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
见表的起止时间为自公示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

二、可 到 指 定 网 址 下 载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电 子 版

（http://www.zylk.gov.cn/zwgk/tzgg/
content_10540）；纸质版可通过电话
预约查看时间，并于临空产业新城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处查阅。

三、规划组织编制单位：四川资
阳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工
电话：028-26755255
邮箱：szaez@szaez.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

区政府东路 62号（原区政府机关大
院内）

四、环评编制单位：四川省环科
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工、黄工
电话：028-61863319
邮箱：709038179@qq.com
联系地址：四川成都高新区天

府四街 199号

资阳临空经济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就
本项目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四川鑫森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比选结果公示

如下：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开标时间：2019年6月24日10时
评审专家：51010506,510183733，

510133869，510133245，511308749
中标人：四川省鸿润远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招标人：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

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鑫森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关于《资阳市乐至县宝林镇、盛池乡、孔雀乡、劳动镇等
四个乡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施工单位）》公开招标的结果公示

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就
本项目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在四川鑫森建设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比选结果

公示如下：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开标时间：2019 年 6 月 24 日 10

时

评审专家：51010506，510183733，
510133869，510133245，511308749

中标人：首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

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鑫森建设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资阳同圣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关于《资阳市乐至县宝林镇、盛池乡、孔雀乡、劳动镇等
四个乡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监理单位）》公开招标的结果公示

拒绝毒品 护航青春
禁毒宣讲走进雁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重温入党誓词。

（上接一版）目前全市中小学及职业学
校已经实现网络禁毒教学。

为了更好地监控毒情，我市禁毒
部门引入了新的检验技术，可以从人
的毛发以及排放的生活污水中进行化
验。毛发检测技术与以往的血液、尿

液检测技术相比，可以追溯时间更长，
弥补了吸毒时间认定上的空缺，对隐
形吸毒群体的认定更准确。而利用生
活污水进行毒品检测，可以进行毒情
检测，精确指导侦查，打击制毒贩毒活
动，有力震慑毒品违法犯罪。

我市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义诊。

胸痛患者急诊救治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