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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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土地出
让管理的通知》（资府办发〔2015〕3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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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方式出
让雁江区城东新区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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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增
价方式有底价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应于
2019年 11月 8日至 2019年 11月 27日（法
定节假日除外）到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702 室）获
取拍卖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资阳
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于2019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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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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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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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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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
定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在资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街12
号2楼）举行。

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三
个账户均可交纳）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资阳世纪广场支

行
账 号：122614803181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 号：22735001040024978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 号：51050168730800000867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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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宗地
编号

2019- G-1

2019- G-2

2019- G-3

地块位置

蜀乡大道以东、
碧天路以南
蜀乡大道以东、
纬一路以南
蜀乡大道以西、
纬一路以南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
积（㎡）

61146.43

37379.04

50890.75

土地用途

城 镇 住 宅（兼 容
5%零售商业）
城 镇 住 宅（兼 容
5%零售商业）
城 镇 住 宅（兼 容
5%零售商业）

容积率

＞1.0且
＜2.5

＞1.0且
＜2.6

＞1.0且
＜2.6

建筑
密度（%）

＜22

＜22

＜22

绿地率
（%）

＞35

＞35

＞35

出让
年限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拍卖起叫价
（万元）

31649

19632

26728

竞买保
证金（万元）

9495

5900

800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资自然资告〔2019〕7号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原因

停电范围

2019年11月14日23:00—2019年11月20日08:00

10kV鸡刘线

110kV鸡石湾变电站内工作

资阳市雁江区321国道：中国电信（周祠村基站）

便民服务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原因

停电范围

2019年11月14日23:00—2019年11月15日09:30

10kV鸡宏线、鸡开线、鸡九线

110kV鸡石湾变电站内工作

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321国道：三桥电机、市
政管理处（湿地公园老街道路）、周祠村 13社、蒋铁
匠加工厂、碧水鹭洲、周祠村 12社、乾泰置业、二环
路B段保障房、九曲一号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原因

停电范围

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请以上用电客户做好停电准
备，因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进一步了解详情请
拨打电力服务热线“95598”。

2019年11月19日22:00—2019年11月20日08:00

10kV鸡宏线、鸡开线、鸡九线

110kV鸡石湾变电站内工作

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321国道：三桥电机、市
政管理处（湿地公园老街道路）、周祠村 13社、蒋铁
匠加工厂、碧水鹭洲、周祠村 12社、乾泰置业、二环
路B段保障房、九曲一号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人口老龄化的逐渐显现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逐步提高，都对养老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养老护理员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
出。2014年，19岁的张海梅大专毕业到市
福利院工作，成了一名养老护理员。她爱
岗敬业、埋头苦干，于今年9月荣获四川省

“优秀养老护理员”称号。

反思改进
和住院老人像家人般相处

“张婆婆，我又来给你量血压了。”“顾
爷爷，你该测血糖了。”……11月1日下午，
张海梅像往常一样在住院部老年科查房，
给老人做常规医疗检查，细心询问老人身
体状况，强调日常注意事项……她和老人
们相处和睦。

但刚和老人们打交道时，张海梅也是
碰过壁的。工作第二年的一天，晚上 9 点
左右，她按照医嘱一层楼一层楼地给老人
们发放助眠药物，当她到达较高楼层时，一
位老人认为她发药太迟，开口大骂。当时
张海梅觉得很委屈，后来反思自己在这件

事的沟通上也存在问题，应该提前给老人
说清工作流程，避免误会。

后来，张海梅经常对自己的工作进行
总结，不断改进和老人的沟通方式，把老人
们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来照顾，老人们则
越来越接受她并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

住院的顾学增爷爷出门时，总爱向她
“报告”自己的行踪：“海梅，我出去取下报
纸。”“海梅，爷爷出去走走。”……说到张海
梅，顾学增和妻子谭丕琴赞不绝口：“待病
人如亲人，像我们的子女似的，照顾得很周
到，所以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不断学习
引进先进理念方法

2017年至今，张海梅连续三年代表我
市参加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凭
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技
能，多次获奖。不过，这一切，都离不开她
对工作经验的长期积累、对业务技能的精

心钻研。
2017年11月，张海梅到南京市参加培

训，学习音乐照顾的理念和方法。返回福
利院后，她常常利用自己的下班时间，到老
人房间和活动现场宣传音乐照顾理念，并
将自己所学的技能、方法一一传教给同事
们，还带动老人们体验音乐照顾。在她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音乐照顾对
老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2018年，音乐
照顾理念和方法在全院得到普及，市福利
院也成为全省第一个引进音乐照顾的社会
福利机构。“老人身心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
改善，虽然说认知功能障碍不能改进，但是
可以延缓这个功能的衰退。”分院主任易削
矜表示。

提升技能
为老人提供优质服务

通过刻苦钻研，张海梅掌握了精湛的
护理技能。

2018 年以来，她所在的科室先后迎来
了三位70岁以上患重病的老人，均处于单
侧肢体功能障碍状态，卧床不起。张海梅
每天穿梭在各个病房，在科室人员的配合
下，为几位老人进行医疗诊治、康复锻炼、
护理照料、心理陪护、家属沟通等工作。经
过他们的精心治疗、照料，其中一位老人能
够坐轮椅了；另外两位老人更是渐渐地能
够坐起、站立，后来甚至能拄着拐杖缓缓踱
步，最终一位老人康复到能脱离辅助工具
独立行走。老人的康复状态，让张海梅和
她的团队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张海梅
说：“老人和家属满意，我们的价值也得到
了体现。”

2016年至 2018年，张海梅连续被评为
年度优秀职工，今年9月她荣获四川省“优
秀养老护理员”称号。“能够得到单位及社
会的认可，对我来说是一个能力的展示，也
是一份肯定。”张海梅表示，以后会更加努
力，学习更多先进的护理理念，让老人们得
到更好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退伍军人李兵在乐至县良安镇常新村
开办了一家养猪场，开办初期资金不足周转吃紧，向邮储银行资
阳市分行申请到1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为解决像李兵一样的
创业者的燃眉之急，扶持本地实体经济发展，2019年1月，邮储银
行资阳市分行与市人社局签订了《返乡下乡创业金融服务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了“用5年时间，至少扶持1000个创业实体，累计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于2.5亿元”的战略目标，政府部门在贷款利
率、贷款金额、贴息比例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截至2019年10月
31日，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共计发放再就业贷款 323笔，金额达
4709万元，提前完成了四川省分行下达的全年 2500万元贷款目
标，净增量排名全省第四位。

据了解，为了将这一贷款政策传达到返乡农民工、创业人士、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中，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积极开展了各
类宣传。通过全市网点的LED屏幕滚动播放相关政策；在 2019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设立宣传点，向求职人员介
绍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贷款产品要素、贷款流程和所需资料等；利
用春节前后各大乡镇返乡农民工聚集的有利条件，在车站等人流
密集场所发放宣传资料。此外，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还主动召开
银企对接会、银政对接会等，宣讲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和申请流程。

为了提高创业担保贷款办理效率，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还与
市就业局开展了“客户互推”工作，将双方收集的符合贷款条件的
客户资料同时推送，为符合条件的客户申请贷款提供便利化服
务。此外，邮储银行资阳市分行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审批创业
担保贷款，提高贷款审核效率，实现“三天放款”。

改善人居环境

村民幸福感增强

“三改两建”指的是改厨、改厕、改圈、
建场、建路，其目的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让村民们都过上干净、舒心的好生活。

“现在肯定比以前安逸得多了嘛。以
前孙儿上厕所都害怕他掉到厕所里面去，
现在改建了厕所，还安起了燃气热水器。”
杨学琴告诉记者，今年3月，她家里改造了
厨房和厕所，现在再也不用烧柴煮饭烧水，
生活方便了许多。

除了“三改两建”，贫困户“易地搬迁”
也是改善人居环境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宽
敞的院落、气派的大门、明亮的厅室……谢
发明受益于易地搬迁政策，住进了位于胡
家祠村大路边的新房子。“以前想都没想过
我能住上这种房子。”谢发明感慨道。

谢发明一家曾是胡家祠村的贫困户，
他前些年打工时失去了一只手，几乎丧失

了劳动能力，全家只能靠妻子一人外出打
工赚钱。家里的房子不仅破败不堪，还地
处偏僻。

“以前那个房子到处漏水，都要垮了。
现在搬到这里，房子宽敞不漏雨，交通也方
便了。”住上新家的谢发明，心情也变好
了。在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之余，他还爱
上了看书。

产业发展

带动村民致富

午后的胡家祠村太阳格外耀眼。藤椒
田间，一群背着背篼、戴着草帽的村民正在
说说笑笑地干着农活。

除了藤椒，胡家祠村还种植了核桃、榨
菜、小米辣等作物。村民们把自家的土地
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或镇、村引进的业
主，再由业主按照每天70元劳务费的标准
雇佣村民到地里干活。既能获得流转金，
又能赚取劳务费，还能得到技术指导，更不

用愁销路，村民们开心地在自己家的田地
里打起了工。

“我就在我们村上打工，一个小时7块
钱，一个月做下来有千把块钱。”村民陈玉花
告诉记者，在村里打工不仅可以挣钱贴补家
用，还可以照顾家里的孙女，她十分满意。

“丹山镇位于雁江区东部，距城区 39
公里，基础条件相对落后，主要以农业为
主。共有 9个扶贫村，2100余户贫困户。”
丹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阳弟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通
过产业发展扶持一批、易地扶贫搬迁一批、
医疗救助帮扶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的
方式，丹山镇的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每年“双十一”，“柠都”安岳的柠檬系列产品销售量都会超出
平时几十倍，这不仅给柠檬产品销售商们备货、供货带来挑战，也
为电力保障单位带来了压力。

为确保安岳柠檬及相关产品在“双十一”能够畅通、快捷地销
售出去，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安岳分公司提前做好了准备——

柠檬企业备战“双十一”
电力保障不可缺

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拥有包含种植、鲜果销售、粗加工、精
深加工等在内的柠檬全产业链，其各条生产线都对电能有着较高
需求。

近日，记者在华通柠檬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内柠檬鲜果自动
分拣机器正一刻不停地运行着，将不同规格的柠檬传送至相应果
筐；柠檬干片包装车间内，工人们正将加工完成的柠檬干片装
袋……各个车间都十分繁忙。

据了解，为了备战今年“双十一”，华通柠檬已提前两个月进
行备货，除了在本公司各电商平台销售产品外，他们还要为国内
几家大型干果公司提供柠檬干片、果脯货源。和平时相比，各种
产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电力保障工作在此期间显得尤为重要。

“整个厂区的产品加工，加上部分封闭包装车间的空调用电，
全部满负荷一小时要耗一千多度电。要是停一次电，浪费的原材
料和人工费会超过 3万元，所以对我们柠檬加工企业来说，电力
保障是必须的。”华通柠檬公司总经理李峻峰说。

加强电力设备维护
为“双十一”保驾护航

“平常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对这些企业的配电设备进行巡
视、维护，有问题的就及时给他们检修。”在配电间，记者见到了前
来开展例行检修的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安岳分公司电力维护人员
刘奇。他告诉记者，为确保安岳各大柠檬企业及时完成备货工
作，他们提前到各公司检查了各类配电设备。

据悉，在“双十一”等重大节点，安岳电力都会加强对全县各
企业配电设备的维护检修工作，提前消除隐患，并与各企业内部
电力维护人员进行沟通，在节能工作和应急抢修工作方面打好

“预防针”，确保备货工作顺利进行。
李峻峰表示，正是有了电力公司的保电供电，才让安岳各柠

檬企业能够安心全力备战“双十一”。

胡家祠村胡家祠村
乡村美了乡村美了 村村民富了民富了

“现在我们家的厕所冬天不漏风，夏
天没蚊子，也没有了以前的臭味。”10 月
23 日，雁江区丹山镇胡家祠村村民杨学
琴指着改造后的自家厕所，欣喜地对记
者说。

泥泞的乡间土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硬化、黑化后的平坦新路；村民们户户
修上了独栋小洋房，屋外有宽敞的小院；
臭气熏天的露天旱厕没了踪影，家家户户
的卫生间里都贴上了瓷砖，装上了燃气热
水器……村里这几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一切，是“三改两建”工作带来的。

□ 本报记者 苏秋伃

福利院老人的守护天使
——记四川省“优秀养老护理员”张海梅

打好保电仗
护航安岳柠檬“双十一”畅快卖

服务实体经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

资阳邮储银行发放
4000余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带老人开展音乐照顾。配药。

测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