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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9年9月24日上午10时在资阳市雁江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交易大厅）依法
对资阳市饮食服务公司所属房屋租赁权进行公开招租，有关事宜如下：

一、租赁标的物：位于资阳市商业街、和平路、下西街等24处门面公开招
租，面积：10.8㎡-186.48㎡一间，保证金：30420元-401580元一间，详情请咨
询资阳市饮食服务公司，联系人：颜科长18982993630，叶先生18708233536。

二、租赁期限：2019年11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有意竞买或竞租（每个报名人只能参加一个标的物租赁权的报名竞

租），请持身份证原件（法人持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保证
金缴款凭证（2019年9月20日至9月23日下午5时，以到账时间为准，不计
息）到雁江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报名手续。户名：资阳市雁江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账号：2273500104002493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资阳分行。

咨询电话：杨先生13982950222
资阳亚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清澈纯净的水质、醒目的标识标牌、完
善的围栏隔离设施……日前，记者来到乐
至县城饮用水水源地八角庙水库，放眼望
去，清澈的水面就像一条青色的玉带蜿蜒
至天际。

八角庙水库是乐至县城区 15 万人的
“大水缸”。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该水源地存在污染等问题后，乐至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划定水源地保护区、开
展保护区内畜禽养殖污染集中整治行动、
动员并协调保护区内群众房屋拆迁、种植
树木建设生态涵养林等措施，编织起一张
无形的“大网”，确保了饮用水水源地的安
全，保障群众喝上放心水。

“以前的取水口临街面，附近的车多、
人多、养殖户多，增加了水体污染风险。”乐
至县水务局副局长杨汉常介绍，以取水口
为中心的一级保护区内，原有 3 户农户居
住，生活用水、家禽粪便等直排水库，影响
水质。

乐至县委县政府组织生态环境、水务
等部门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勘测，将取水口
进行了下移。当地政府与村民进行多次沟
通，三户村民同意拆迁房屋退耕还林，目前
房屋已全部拆除完毕，恢复了原本地貌。

“新取水口水量较老取水口更充足，水质更
稳定，也远离公路和农户。”杨汉常说，下一
步，会将一级保护区栽满树木，形成生态涵
养林，并在水库主汇入口处进行生态湿地
建设，为水库水质安全保驾护航。

除了原取水口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八
角庙水库水供应量不足问题也是需要整改
的一大重点。

记者来到八角庙水库备用水源地——

位于回澜镇的棉花沟水库，只见水质清澈纯
净，周围绿树成荫，河道周围安装的隔离设
施像一个个“环保卫士”，随处可见“饮用水
源 严禁入内”“严禁游泳”等标示标牌。

2016 年以来，乐至连续干旱三年，八
角庙水库水量严重不足，给工农业生产、居
民生活用水造成了不利影响。由于棉花沟
水库属于中型水库，库容充足，且通过近年
来的监测，棉花沟水质能稳定在Ⅲ类水标

准，因此选择棉花沟水库作为备用水源。
棉花沟水库应急调水工程投入资金近

1500万元，于 2017年 12月启动实施，启用
后有效缓解了城区居民用水问题。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有效提升了水
库的水体质量。据监测数据显示，八角庙
水库、棉花沟水库近两年水质均能达到Ⅲ
类，相较2017年水质有了明显改善。

谈起以后如何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杨

汉常信心满满：“下一步，我们将水源工作
重点放在二级保护区。一是加强对库区周
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对饮用水水
源的保护意识。二是引导保护区农户进行
生态种植，尽最大限度地减轻农药、化肥对
水源地的污染。三是加大内源污染治理力
度，各部门积极整合相关项目，建设沼气池
和化粪池，以此减轻群众的生产生活废水
对水质的影响。”

八角庙水库。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乐至编织水源地保护网

身残志坚战病魔
发展养殖摘穷帽

近日，记者来到棉花沟村时，马燕正在
喂蚕，将桑叶一片片铺到养蚕的竹筐里，这
在平常人看来很轻松的活对他来说稍显吃
力。缺乏劳动力，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在床
上度过了。”曾一度对生活丧失信心的马燕
回忆道。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妻子的精心
照料下，经过 2 年药物治疗和 3 年康复训
练，马燕的身体逐渐好转。

然而，长期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不
堪重负，2014 年，马燕家被确认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利用贫困生助学贷款和教育减

免政策，马燕子女上学问题得到了解决，贫
困户“微支付”医疗政策也减轻了他看病的
负担，多方的帮助让马燕重拾对生活的信
心。

棉花沟村以蚕桑养殖为主体产业，村
里的第一书记是乐至县蚕桑局下派的技术
能手，经常为村民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
有了技术指导后，马燕的养蚕技术得到迅

速提升。2015年，马燕养蚕 4张收入 6000
元；2016年又新栽植 2.5亩桑园，养蚕收入
1.2万元；2017年在农技员的指导下，马燕
还发展生猪养殖，当年出栏 7 头生猪收入
1.8万元，加上养蚕和儿子务工的收入，他
家当年总收入近5万元，人均纯收入1万余
元，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发挥榜样力量
带动村民增收

脱贫后的马燕并没有忘记家乡人，他
将自己的养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其他
村民。

2018年10月，56岁的马燕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被确认为党员精准扶贫示
范工程项目示范户。指导村民养蚕、帮忙
选购仔猪、给猪看病……哪里有需要，马燕
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目前他已带动周围
8户贫困户养殖生猪 30余头。今年春季，
马燕与村两委合作发展小蚕共育74张，帮
助全村69户（其中贫困户36户）村民养蚕，
节省了养蚕户的劳动力和时间，提高了养
蚕的单产和质量。“预计每张蚕可以增收
300 元左右，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马燕
说，“作为致富带头人，不光要带着村民增
收，还要成为他们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
人，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发挥好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从残疾贫困户到致富带头人，马燕的
事迹已成了当地的美谈。

本报讯（陈世胜）日前，笔者从雁江区获悉，该区在开展网络
餐饮专项整治中，加强宣传引导，突出“源头”治理和“靶向”监管，
实行“全链条”检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全区
共检查网络订餐平台 2家，网络供餐单位 1380余家（次），对存在
问题的 11家供餐单位提出了整改要求，对 3家单位进行立案处
理、并强制其退出网餐平台。

该区积极宣传《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引导
网络餐饮商家通过LED、横幅等方式亮明网餐提供者身份，通过

“明厨亮灶”工程提升知名度。集中约谈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本
辖区的负责人，督促其对督查及自查问题建立台账，做好“销号
式”整改。严格执行“第三方平台备案”制度，要求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严格落实“证照审查”“菜品公示”“抽查检测”“举报投诉”
等法律法规制度，净化“源头”治理。以群众关注重点为监管“靶
向”，对受过投诉举报的网络餐饮店开展“回头看”；对订餐数量排
名靠前，群众关注度高的“网红店”，坐落于背街小巷的网络餐饮
店实行重点检查；对未受过投诉、举报和责令整改的网络餐饮店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加强供餐服务者检查，严格执行“持证
经营”“场所卫生”“人员健康”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强送餐环节检
查，要求使用无毒清洁容器和包装材料，能满足餐饮食品保鲜、保
温、冷藏或冷冻等特殊要求。

雁江狠抓网络餐饮专项整治
检查网络供餐单位1380余家（次）

责令整改11家

安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岳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
项目”现面向全体公众征求意见，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见：
http://www.aysc.gov.cn/30386/31348/201909/MIT104515.
shtml，纸质文档可在我单位查阅，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信
函方式提出。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16日-
9月 27日。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方式：028-24523172
单位及地址：安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阳市安岳县西大街98号
电子邮件：635228414@qq.com

安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16日

安岳县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本报讯（记者 刘佳雨 实习生 杨威）9月 12日，由市、区文明
办主办的“新时代新风尚 文明城市你我共创”主题文艺巡演走进
雁江区资溪街道办雁南社区，用文艺节目与社区居民共唱文明，
用和谐欢乐与大家共话文明。

伴着初秋的微风，来自雁城艺术协会小分队的表演者们将
文明知识融入表演当中，舞蹈《怡然资阳家园美》让观众们欣赏
到资阳本土舞蹈的风采，女声小合唱《文明在哪里》劝说观众们
讲文明，小品、舞蹈、变脸等表演让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我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宗旨是什么？”“《市民文明公约》对我
们有哪些要求？”……在有奖知识问答环节，一个个关于文明创建
的问题一经主持人提出，现场瞬间出现短暂的安静。对文明知识
一知半解的社区老人们为了回答上主持人的问题，现场“补习”并
举手抢答。

雁南社区居民陈女士一早就来到这里占好了位置，她觉得，
比起生硬的文字，这样的
文艺节目更容易让大家理
解并记住文明知识。

文明巡演进社区
创文知识心中记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近日，随着“哐哐当当……”一阵响，困
扰雁城晶鑫街一巷附近居民的广告牌被拆除，得到大家的点赞。

据了解，不久前，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接到投诉，反映晶鑫街一
巷一公司店招设置不合理，影响住户采光，该局执法人员随即开
展调查。

经过调查，该广告牌并未经过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属违规广
告，为鸿运担保公司所建，但该公司已于 2018年关闭办公场所。
随即，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资溪执法大队组织队员于当日下午对该
违规广告进行了拆除。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对城区主要商圈、主要
商业街道、重点街道的一店多招、有安全隐患的墙体店招店牌、超
出房屋天际线的广告招牌、有光污染的发光招牌、LED招牌、霓虹
灯招牌等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共拆除广告牌 1313个，共 1.7万
余平方米。

“我们坚决打击和处罚各类未批先建、批后乱建户外店招店
牌及广告牌等行为。”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直属一大队负责人唐毅
说，目前正逐步探索建立符合街道特色和实际的户外店招店牌及
广告设置标准体系，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今年资阳城区已拆除
违规广告牌1.7万平方米

昔日残疾贫困户 今为致富带头人
□ 本报记者 韩成玺

2010 年，正值壮年的乐至县回澜镇
棉花沟村村民马燕因肌瘤萎缩致重度瘫
痪，被评为肢体二级残疾，经过5年治疗，
勉强能下床行走。虽然行动不便，但凭借
过人的毅力和勤奋学习，他通过发展养
殖，不仅于2017年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带动周边 40 余户贫困户、30 余户非贫
困户一起发展蚕桑、生猪养殖，走上了致
富之路。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邮
政分公司《关于联合开展 2019 年度农
民权益义务监督卡发放活动的通知》，
以及资阳市农业农村局、资阳市邮政分
公司关于农民权益义务监督手册发放
活动的联合通知精神，由资阳市邮政分
公司承办 2019 年《农民权益义务监督
手册》印制发行任务，所需经费由资阳
市邮政分公司通过赞助或招商方式筹
集。相关招商信息公告如下：

一、此次《农民权益义务监督手册》
发行数量为 20万册，每册 118页，招商广
告版面为118个，每页上部50％为农民权
益义务相关政策法规，下部 50％为商企
广告版面。手册规格为：封面250克铜版
纸复哑膜，内页用 128 克铜版纸、开本
142mm×210mm、胶装、彩印。

二、广告位价格根据商家所排列的
页位而定：单价 1.5 万至 2.65 万。需了
解详情者，请向邮政索阅 2019 年《农民

权益义务监督手册》印制发行招商方
案书。

三、招商时间段为 2019 年 9 月 17 日
至 11 月 20 日，印制时间段为 11 月 21 日
至 11月 30日，发行配送时间段为 12月 1
日至12月31日。

四、《农民权益义务监督手册》免费
发放覆盖面至资阳全市各机关、局、行、
社区、镇、乡、村、组、涉农企业、各商企、
专业合作社、种养殖户、返乡农民工、农

家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团组织、行
业协会等社会各界人士。

招商联系电话：杨了：13882961871
龚扬洺：13608055763
主办单位：四川省资阳市农业农

村局
承办单位：中国邮政集团资阳市邮

政分公司
发布时间：2019年 9 月 17 日

招商公告

马燕正在养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