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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
户，按照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
准确及时地向统计机构报送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不得
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
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
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
情况。

第十九条 经批准的统计调查项
目，在统计调查表右上角必须标明制
表机关名称、表号、批准机关名称、批
准号、有效期限等标志。

不符合本条前款规定或者超过了
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调查对象有
权拒绝填报。

第二十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
统计制度进行的统计调查，有关单位
和个人有权拒绝提供统计资料。

不得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

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
性、误导性的评价、咨询活动。

第二十二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
单位向上一级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报送统计资料，由本地方、本部
门、本单位的综合统计机构或者综合
统计人员负责。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
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机构或
统计人员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
修改，也不得强令或者授意他人修改。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本地方、
本部门、本单位负责人强令或授意篡
改统计资料、弄虚作假的行为，应当
拒绝、抵制。任何地方、部门、单位的
负责人不得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
料、弄虚作假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
击报复。

重庆洪崖洞、紫禁城上元之夜、麻涌“光影水
秀”剧场......这些通过灯光效果营造夜游氛围，在
游览、玩乐中融入当地文化元素的旅游区全部都
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蜀源滨江项目也会在光影夜
游上重点投入，呈现属于资阳的“洪崖洞”。

“我们主要是在滨江路堤景观带增加夜景灯
光效果，以及多种休闲娱乐的多媒体科技产品，让
游客在身临其境中参与互动，带给游客奇妙的夜
游体验。”吴文雄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一条靓丽
的滨江光影运动带，炫目的光影景观标志物将点

亮资阳的夜空。
雁江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蜀人原

乡广场是“蜀源滨江”项目动工的第一步，广场正
中央会打造“时光之翼”景观标志，白天是透明的
天幕，晚上在灯光的照射下会出现美丽的景观。
幻光步道、建筑投影画卷、灯光阶梯......滨江路堤
景观带将迎来“光影夜游”时代。

自然之美、文化底蕴、科技创新相互融合，不
久的将来，“蜀源滨江”城市文化休闲旅游区一定
会成为资阳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本报记者 苏秋伃

近日，家住雁城芭蕉园小区的王女士向
记者爆料，称该小区一楼栋住户把门前的公
共绿地私自改成了“农场”种菜养鸡，十分影
响周围住户的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尽
快解决这个问题。

住户 绿化带变“农场”

7月2日，记者在王女士反映的芭蕉园小区15栋
一楼看到，一堆建筑垃圾堆放在过道旁边；这户人家
在窗户外的公共绿地用竹竿搭了个简易支架，支架

上长满了丝瓜一类的爬藤蔬菜；绿化带与窗户之间
的空地里堆放着簸箕、盆子、板凳等杂物，窗台外支
了一个“超长雨棚”，目测是正常雨棚的三倍，有些遮
挡楼栋通道；绿化带里，还有三只鸡在悠闲“散步”。

“雨棚不仅挡了通道，天气稍好还会把豆瓣拿出
来晒，很远都能闻到豆瓣刺鼻的味道，影响了我们的
生活。”附近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住在 15栋附近的韩先生也表示，他白天黑夜经
常听到鸡叫，鸡有时也在整个小区乱跑，到处都是鸡
粪，十分影响小区环境卫生和住户心情。

物业 多次劝告束手无策

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了解情况。“已有多人来
反映 15栋一楼住户晒豆瓣的问题，我们也提醒过该
住户很多次，但其就是不听劝告。”物业工作人员说。

“几年前物业在小区种下黄桷兰，一到夏天整个
小区香气四溢，居民闻到花香都有好心情 。”该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今年黄桷兰开花后，15栋一楼的住户
就拿着竹竿满小区摘黄桷兰，几乎都被其摘完了。

“这些问题物业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制止，只能劝
告，住户不听，我们也没办法。”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上周他们已把小区内的违建以及其他乱象进行了统
计，并向上级作了汇报。

社区 将尽快治理小区乱象

7月 4日，记者拨通了凤岭社区工作人员何永智
的电话。“近日我们已在芭蕉园小区做了摸底调查，
发现小区内有 28户存在或多或少的违规搭建问题，
其中有 7户问题尤为突出。”何永智说，“接下来我们
将到小区召集这 28户住户开会，做好大家的思想工
作，把政策宣传到位，然后对小区内所有违建进行拆
除。”

“另外，城区的小区都是严禁养殖家禽的，这些
问题到时候我们也会一并解决，还小区居民一个舒
适、安静的居住环境。”何永智说。

□ 本报记者 黄永刚

现如今，养宠物犬的家庭越来越
多。但遛狗不拴绳、随地排泄等一些
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也随之而来，给其
他市民的生活带来困扰。近日，乐至
县出台养犬新规，对养犬中有违反规
定的行为，将进行处罚。

新规出台
市民积极给爱犬办证

乐至养犬新规一出，不少市民便
积极地为自己的爱犬办理准养证。

7月 4日上午，记者在乐至县天池
镇畜牧兽医站看到，尽管下着雨，仍有
几位市民排队为爱犬打疫苗、填写申
请资料。“看到微信群里发布的新规，
就抓紧时间过来办证了。”陈女士拿到
犬只准养证后十分高兴，“家里有两条
宠物犬，将按照规定养狗，自己放心，
也不会影响他人。”

在公安局临时办理窗口，霍先生
在等待审核材料间隙，不时逗着身边
的一条黑色小狗，“我也不晓得是什么
品种，反正不管钱，养了这么多年有感
情了，还是给它办个证。”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乐至市民，
多数人对养犬新规表示支持与赞成。
居民李先生说，最恼火的是在小区散
步时不小心踩到“地雷”，养犬人出门
时应为爱犬套牵引绳，并处理好狗狗
在外排泄的粪便。

“上次带小孩去公园玩，就遇到一

条没牵绳的大狗直往我身上扑，太吓
人了！确实需要一份规定来约束这样
的行为。”市民李女士说，尽管养犬人
都说自己的爱狗不会咬人，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养犬人能文明养犬，相关
部门严格执法，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洁
净、安全。”

民警提醒
违反规定将受处罚

乐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发布的养犬新规主要是
为了加强犬只管理，规范养犬行为，有
效预防和控制狂犬病，保障公民人身
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养犬新规规定，不得携犬进入市
场、商店、饭店、游乐场等人员聚集的
公共场所；携犬进入公园、广场、绿道
限定时间为：每日 21 时后至次日 8 时
前；犬只在户外排泄粪便的，携犬人应
当立即予以清除。值得注意的是，新
规中对违规养犬行为如何处罚进行了
明确：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警告后不改正或者放任犬只恐吓他人
的，公安机关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罚款；未经批准饲养犬只、未按规定
拴养或圈养犬只、非法带犬进入公共
场所，公安机关可处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市民发现违规养犬行为，可拨打
110举报。”该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还
将对城区流浪犬、无主犬进行集中整
治收容。

实景演艺、民俗体验、光影夜游……

我市打造城市文化休闲旅游区
吃喝玩乐游一站搞定

天天都想着放假，放假了
却又不知道去哪玩，不少
人都有这样的困惑。7月3

日，记者从雁江区商务局了解到，
资阳城东新区正在打造“蜀源滨
江”城市文化休闲旅游区，届时，这
里将成为家门口最新潮、最浪漫、
最狂欢的吃喝玩乐游体验新天地。

“蜀源滨江”项目由实景演艺
地块和滨江项目地块组成，将沿滨
江路堤景观带蜀人原乡广场到高
铁北站一带，打造成集实景演艺、
休闲娱乐、文化创意、民俗体验、光
影夜游、主题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
城市文化休闲旅游区。目前，建设
单位已经进场作业。

□ 实习记者 黄智微

资阳拥有三万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且
具有多元性，历史、民俗、物质、非遗等都有自己鲜明
的文化特征。“蜀源滨江”项目将以《巴蜀之母》实景
剧体验区为核心打造蜀源剧场。

蜀源剧场位于高铁资阳北站站前广场旁，结合
远古建造元素，打造新现代风格的演艺剧场，是以

“资阳人”文化为源点建设的远古主题演艺公园的一
部分。同时，这里会针对不同时段和空间进行多元
化利用，演艺期间为沉浸式演艺馆，非演艺期间可做
探秘博览馆，还可承办音乐剧场、会务空间、时尚秀
场等活动。

主题演艺公园自然少不了美食与让人放松的休
息区域。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规划了以蜀地小吃
集合为特色的“蜀味天地”，集文化体验、温泉休闲为
一体的娱乐空间“水韵古蜀”，还有为文创人才提供
创作、交流、孵化等活动的艺术综合空间，并配套 IP
型主题度假酒店产品“源创聚落”。吃美食、看好剧、
泡温泉......游客将在这里享受到吃喝玩乐的“一站
式”服务。

“实景演艺文旅项目在川内的发展刚刚起步，优
秀剧目还不多见，这就是打造这个项目的目的。”四
川景域佑里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文雄
说，资阳的文化特征值得挖掘，将紧紧抓住“蜀源”这
个根，让游客真实地去体验远古时期巴蜀人的生活
方式。

“为了彰显资阳作为四川最年轻城市的蓬勃朝
气，唤醒滨江沉睡的生态绿地，我们将建设滨江绿
地活动空间。”吴文雄告诉记者，滨江项目地块位于
滨江路堤景观带，长度约5公里，占地600余亩，核
心区域预计在明年初改造完成并向市民开放。

车城奇遇乐园、雁城小院、BLOX 风尚街区、
滨江活力公园、拾光博物馆......滨江项目地块采用
十大板块抱团的方式，建设最具人气、最新潮、最
浪漫、最狂欢的滨江绿地。

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是车城奇遇乐园。资阳
作为西部车城，具有浓厚的机车文化。车城奇遇

乐园将通过文化记忆场景再现、主题体验、互动游
乐的方式进行呈现，打造一个致敬过往，同时又充
满趣味的资阳车城文化乐园。想象一下，在火车
上吃着火锅唱着歌，爽翻、巴适得板。

此外，滨江路堤景观带中现有的不少小品建
筑会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成由佛禅文化和石刻技
艺文化构成的禅院子、资阳河川剧文化和资阳茶
文化构成的戏院子、资阳美食文化和资阳传统生
活文化构成的味院子等院落式建筑群。未来，游
客便能通过这些院落品味雁城过往生活时光，回
顾点滴资阳历史。

□ 本报记者 刘佳雨实习生 杨威

口腔职业就业前景如何？热门专
业是什么？专业优势在哪里？高考填
报志愿期间，作为全国唯一以口腔医
学产业相关专业技术为特色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职业学院——资阳口腔职业
学院，掀起了一波咨询热，通过电话咨
询或现场实地考察学校的家长和学生
络绎不绝。

现场咨询火热
就业前景和专业优势成关键词

7月 3日，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招
生大厅，已经迎来第三波到访家长和学
生。“我尊重孩子的意愿，她对这个学校
的医疗设备管理和口腔医学技术这两
个专业非常感兴趣。”当日上午，许先生
特意陪女儿到学院进行实地考察了解
专业优势。

专业优势成为家长咨询的关键
词，就业前景也同样是高频词汇。“我
喜欢口腔医学技术这个专业 ，这个专
业好就业，前景看好。资阳口腔职业
学院在口腔医学这方面更专业，所以
我想读这个学校。”作为一名准大一新
生，冉晓红考察的不仅仅是学校的硬
环境，还有未来的就业之路。

此外，口腔产业如何、相关专业潜
力有多大，也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关心
的重点。

“目前每天接待的考生和家长在
四五十人左右，他们主要对口腔医学
技术专业比较感兴趣。”学院招生处处
长雍国有告诉记者，目前接受最多的
咨询主要来自网络咨询和电话咨询。

由于我省2019年高考志愿专科批次填
报于7月5日12时截止，还有不少家长
亲自带着孩子到学校现场咨询。据统
计，除了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医疗器械的
经营和管理也是家长比较认同的专业。

发挥口腔医学优势
培养口腔医疗产业高素质人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
对口腔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大。紧盯
2020 年全国牙科产业规模预计达到
4000亿元的市场前景，2016年8月，省
委省政府决定在资阳布局全产业链口
腔装备材料产业，作为全省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示范项目，着力打造“中
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中国牙谷”。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在成资同城化
的趋势下，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院、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以及资阳“中国
牙谷”资源及产业优势，具备较好的专
业建设基础。同时，围绕口腔医疗装
备产业及衍生行业打造专业群，也是
学院在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中最重要
的发展定位。

据了解，将于 9 月正式开学的资
阳口腔职业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以
口腔医学产业相关专业技术为特色的
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也是我省
唯一的口腔类高职院校。学院位于资
阳高新区外环路西三段 1666号，占地
近 600亩，现设有口腔医学技术、医疗
器械维护与管理、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等多个专业。学校将依靠“中国牙谷”
资源及产业优势，培养更多服务口腔
医疗产业发展和升级的高素质技能
型、应用型人才。

口腔职业学院咨询火热
就业前景和专业优势成关键词

本报讯（记者 郭菁）6月29日，网友“邓老师”在
资阳网论坛留言，反映雁城崇文街街道本来就狭
窄，一些商户和摊贩却占道经营，甚至有车辆经常
停在街中间，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希望有关部门加
强监管。随后，市城管执法局回复：加强巡查力度，
预计下个月开展乱象整治。

7月2日早上8点半，正值上班高峰期。记者来
到崇文街，街上行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导致
交通不畅。一些卖菜、卖水果的小贩或骑着电三轮
车、或挑着小摊在街上游走叫卖；街道两侧一些商
铺门口凌乱地摆放着废弃的门窗、货架等杂物，有
的店铺还搭有雨棚；街道上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环
卫工人正在沿街清扫，但还是不时有人将垃圾随意
丢在地上。在崇文街东一巷，两辆私家车停在划定
的停车位之外，影响了转弯车通行。

“这条街不宽，卖东西的还把摊子摆在街上，在
这里车子经常堵起，看到都乱七八糟的。”一位刚把
车停在崇文街的市民说。

记者巧遇两位城管执法人员正在巡逻。面对
街上这种状况，其中一位执法人员说：“我们每天劝
离占道的不知多少次，可是这些摊贩和商户常跟我
们打‘游击’，当着我们十分配合，等我们一走，他们
又摆起了。”

执法人员介绍，崇文街片区是老旧小区聚集
地，居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想法使得城市
管理工作有一定难度，“计划下个月对崇文街乱象
进行集中整治。”在这期间，将加强巡逻力度，尽力
维护好这片区的秩序。

实景演艺为核心打造蜀源剧场 十大板块抱团建设人气滨江绿地

发展夜游经济呈现资阳“洪崖洞”

搭建雨棚、占道经营、车停街中间……

崇文街乱象有点多
相关部门：下个月进行集中整治

芭蕉园小区：

绿化带变“农场”居民很闹心
社区：正在调查将治理小区乱象

乐至出台养犬新规

不按这些规定养狗，小心被罚款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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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统计管理条例（连载四）

滨江之夜效果图。

推进“五城同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