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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10日，资阳市水务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四川振越置业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公开遴选成为投
资人并签署《四川振越置业有限公司重
整案投资协议书》。根据约定，由资阳
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人”）对重整资产中的文博园二期
（地块一）、文博园三期（地块一）、地块
四、地块六（均位于三贤公园附近）共计
471.78 亩土地进行自主经营，现就上述
地块的开发建设向社会公开选择投资
及建设管理合作方，并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1、合作内容
根据合同约定由招商人和中选人共

同组建项目管理公司，由中选人全面负
责本项目除土地外的投资，由项目管理
公司负责本项目开发建设所涉及的前期
管理、设计管理、成本管理、工程管理、营
销管理、验收与交付、客服与维护、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招商人

负责土地的投资,协助并监督中选人开
展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管理的全过
程工作。

2、参选人资格条件
2.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区域依

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不存在
经营异常的信息；

2.2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近期未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3 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商业信誉，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和较
强的资金实力；

2.4 具有房地产开发二级（含）以上
资质；

2.5 具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管理经
验。

3、招商文件的获取
3.1 有 意 参 选 人 请 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9 日（法定公休日、法
定 节 假 日 除 外），9:00—11:30，14：
30—17:30 (北京时间 )在资阳市水务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资 阳 市 三 贤 公
园 弘 乐 府 售 楼 部 三 楼）持 下 列 证 件
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购买获取招
商文件：

（1）购买人有效身份证及单位介绍
信；

（2）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
本；

3.2有意参选人应于2019年12月16
日 17 时前将保证金缴纳至招商人指定
账户，视为报名成功。

3.3 每份售价 200 元（售后不退）。
4、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评审委员会根据招商文

件的要求对参选人进行资格后审。
5、现场勘察
5.1现场勘察：招商人不组织现场勘

察，参选人可在获取招商文件后自行前
往项目地点踏勘，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
自理；

5.2踏勘地点：资阳市雁江区三贤公
园附近（地块位置详见规划文件）。

6、参选文件的递交及开启
递交地址：资阳市三贤公园弘乐府

售楼部三楼
参选截止时间：2019年 12月 17日 9

时（北京时间）
参选文件开启地点即为参选文件递交

地址，参选文件开启时间即为参选截止时
间。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资阳日报》上发布，公告

时间为2019年12月3日至12月6日。
8、联系方式
招商人：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资阳市三贤公园弘乐府售楼

部三楼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28-26608173
手机：13551263912

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房地产项目投资及建设管理合作方招商公告

根据资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编制成渝高速资阳
城区段两侧绿化提升概念方案设计的函》的相关要求，由资
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
单位，开展资阳成渝高速城区段两侧绿化景观提升改造概念
方案设计编制工作。为加快推进项目进程，现通过比选方式
选择和确定中选人（承包人），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申请
人参与本项目的比选。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资阳成渝高速城区段两侧绿化景观提升改

造。
2.工程规模：对资阳成渝高速城区段全程约10公里两侧

绿化景观进行提升。
3.本次比选范围：设计比选。
4.质量要求：满足工程设计深度、技术标准和相关部门

的评审要求。
二、工程总工期：30日历天。
三、比选邀请人个数：不少于3个。
四、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具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乙

级及以上资质；比选申请人拟派驻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
应专业的中级及以上职称）、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必须是本
单位人员。

五、报名及比选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 2019 年 12 月 3日至 12月 4日

8：30 至 12:00，14：30至 18：00（北京时间，下同），在资阳市
雁江区车城大道139号406办公室（详细地址）持单位介绍信
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获取比选文件。

六、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
（1）比选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比选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9年 12月 6 日 15 时 00 分，地点为资阳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139号）。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未按要求密封
和标记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

七、联系方式
比选人：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139号
联系人：喻荟铮
电话：15282250006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日

资阳成渝高速城区段两侧
绿化景观提升改造概念方案
设计编制单位比选公告

本报讯（张建）近日，笔者从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为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该局联合公安、城管等部
门力量，从 11 月开始，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全市车站周边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明
查、暗访、科技防控等措施，重点整治社会
车辆喊客、拉客等非法营运行为，加大打
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维护市场秩序，保
障平安出行。

组建专班暗访。以客运站为中心向
外延伸，将车站周边五百米范围列为重点
暗访摸排范围，组建暗访摸排工作专班，

“白+黑”走访范围内重点地段、点位和附
近居民、乘客，持续摸排道路旅客运输领
域有组织长期聚集从事非法营运行为、车
站及周边有组织的拉客行为等乱象。截
至目前，共走访群众 100 余人次、企业 3

家，确定非法营运车辆聚集点 3 个。
联合部门明查。联合公安、城管等部

门制发行动方案，成立综合执法大队，下设
由 4名运政、2名公安、2名交警、2名城管行
政执法人员组成的综合执法小组两个，建
立长效整治机制，重点治理喊客、拉客、车
辆乱停乱放、小贩乱摆摊设点等乱象。截
至目前，查处非法运营车辆 2辆次、违规营
运车辆 3台次，劝离站外喊客、揽客人员 45
人次、乱摆摊设点 10 起，纠正乱停乱放车
辆 90辆次。

信息设备支撑。积极协调公安交警部
门，拟在车站周边重要点位加装监控抓拍设
备，筛查重点车辆，对涉嫌非法营运车辆、人
员进行精准打击；设立禁停标识标牌，对违
规停放车辆进行处理，提升执法针对性。依
托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网络、微

信等渠道，收集非法营运车辆信息线索 9
条。落实执法过程全纪录，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强化证
据收集，避免因执法不规范造成不良影响。

广泛宣传引导。采取报刊、电视、网
络、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宣传行动部署、
成效、意义、有关法律法规及非法营运的危
害等信息 16 条次，发送短信 6.8 万余条，积
极争取全社会对整治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抵制“黑车”、不坐“黑
车”、举报“黑车”。

市交通运输局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元旦
春节即将来临，外出和返乡途中请选择乘坐
合法营运车辆，主动拒乘“黑车”“野的”，积
极支持并配合运政部门执法，一旦发现“黑
车”“野的”及时举报投诉（电话：12328 或
12345），共同维护出行秩序和安全。

搜索“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查看官方门户网站

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
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執法

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資阳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搜索“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查看官方门户网站

“资阳交通”微信公众号

□ 陈元根

“数字化城管中心信息采集员现场实
际操作考试现在开始！”随着一声令下，10
名城管信息采集员骑着电瓶车，驶向大街
小巷，寻找城市管理的问题。这是11月29
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
2019 年度数字城管业务技能考试中的一
幕。当天，该中心的 25名业务人员参加了
考试。

据悉，为提升我市数字化城管工作水
平，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主
要负责同志到成都交流学习了一个月，并
组织负责信息采集、12319城管热线平台热
线受理的组长到成都市数字化城管中心观

摩数字城管业务技能考试。此次资阳市数
字化城管业务技能考试就是对标成都理
念、成都标准，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一次理论、实操测试。

上午 9:00 举行理论考试。内容为政
治理论、市级各部门职能职责、城市管理
日常问题、资阳城区地图识别、12319城管
热线平台日常受理找错等。题型包括单
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识图题、案
例审查题、论述题，共计 100 道，考试时间
40分钟。

上午10:00举行信息采集人员实操技能
考试。将雁城建设南路、和平路南段、滨河
东路围成的区域作为考试范围，10名信息
采集员各自骑电瓶车穿行在该区域内的大

街小巷，从清扫保洁、城市管理、公共设施有
无破损缺失等方面寻找问题，然后编辑信息
并通过微信上报，考试时间30分钟。

下午3：00举行12319城管热线平台操
作员现场实操考试，15 名热线受理员参
加。考试内容为数字查询和系统操作两个
部分，考试时间各 20 分钟。第一部分，对
某一个时间段受理、办结案件数量及其分
类等进行查询。第二部分，对公安三期监
控或城管高清监控点位进行查询、回放、下
载，登录车载GPS，登录油烟监控系统，投
放在大屏幕上，并进行转换。

据悉，此次考试成绩将与年终绩效
挂钩，以激发全体职工的工作热情，促进
我市数字化城管工作再上台阶。

本报讯（韩菊芳）11 月 28 日，乐至县开展“社区动员同防
艾，健康中国我行动”为主题的 2019 年“世界艾滋病日”防治
宣传活动，发放防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活动现场，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向过往的群众发
放防艾宣传手册，详细讲解了艾滋病的定义和传播途径等
知识，提高群众防范艾滋病的意识和能力，保护自己，远离
艾滋病。

“我晓得，无偿献血不会感染艾滋病。”“要保护艾滋病
人的隐私。”……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环节，吸引群众
争相参与，在获得小礼品的同时也学习到更多的艾滋病常
识和防艾知识。

本报讯（张建）2020年春运从1月10日
起到 2 月 18 日止(农历十二月十六到正月
廿五) ，共40天。近日，笔者从我市交通运
输部门获悉，为保障农民工朋友春运出行
顺利，该局从安全、统筹调度、优质服务等
三个方面提前做好准备。

全面强化安全第一。坚持安全红线意
识和底线思维，以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体
系为抓手，以安全生产隐患治理为主线，强
化隐患排查，督促各单位在春运前全面检
查客运车辆技术状况，确保由技术状况完

好的车辆和具有丰富经验的驾驶员执行运
输任务。严厉查处超长客运、旅游包车、农
村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市场非法营运、站
外揽客、宰客甩客、乱涨价等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严禁不合格车辆和“黑名单”驾驶员
参与农民工运输，坚决遏制和防范重特大
事故发生。

全面强化统筹调度。把服务保障农民
工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来推动，将工作情
况纳入目标考核，围绕“提供交通便利”要
求，成立农民工春运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

组。结合往年春运工作经验和教训，深入建
筑工地和企业，认真摸排客流情况，合理制
订运输组织方案，统筹安排运力资源，防止
旅客长时间大规模滞留。对有组织劳务输
出的贫困劳动力到外县就业的，协调当地政
府给予一次性单程交通补贴。协调各县

（区）交通运输局、客运企业、客运站大力实
施春运“暖冬行动”，全力保障农民工出行。

全面强化运输优质服务。汽车客运站
（企业）将开通农民工绿色通道，设立农民
工候车区、购票窗口、进出站通道。安排志

愿服务人员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咨询服务
点，为农民工解难答疑，提供集中代购票、
预留车票等服务，解决农民工购票难、购票
慢等问题；对有包车需求的农民工团体，及
时办理相关手续。在车站、返乡交界处、高
速公路服务区等地设置问候、交通安全等
标语，设立便捷服务点，为农民工提供交通
指引、途中休息、茶水供应、应急医护、车辆
检修、道路救援等服务，发放“维权扑克”、
维权手册等宣传资料，营造农民工出行温
馨环境。

疏堵结合整治车站周边乱象

提前部署服务农民工顺利返乡

本报讯（刘孝军）11月 28日晚，备受关注的乐至县消防原创
舞蹈大赛第二季总决赛举行。比赛现场邀请到著名歌唱家、演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部文工团成员金波等艺术大咖担
任评委。红舞鞋舞蹈队的《有你同行》获得本次大赛冠军。

本次大赛共有10个作品通过层层选拔成功晋级总决赛。乐
至诚明幼儿园代表队的《舞动新时代》拉开了总决赛帷幕；县交通
文艺队的《人民需要我》演绎了消防官兵灭火救援的英姿；县星艺
舞蹈队的《我是小小消防员》中孩子稚嫩可爱的舞姿“萌翻”了全
场；东山镇代表队的《火中砺炼》，更是获得了评委“可以上央视春
晚”的高度评价……最终，红舞鞋舞蹈队的舞者们用她们精心的
编排、扎实的功底、精彩的演绎征服了现场观众和评委，获得决赛
冠军。

据悉，乐至县消防原创舞蹈大赛由该县消防安全委员会主
办、县消防救援大队承办，旨在用舞蹈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来宣传消防。大赛已连续举办两届，深受群众喜爱和好评。

乐至开展防艾宣传活动

11月29日，安岳县在紫竹广场举行以“社区动员同防艾，健
康中国我行动”为主题的防艾宣传活动，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遏制艾滋病流行和蔓延，推
动健康安岳建设。活动现场开展了义诊和防艾知识宣讲，并为群
众发放防艾知识宣讲手册和计生用品等。 朱国强 摄

著名歌唱家金波助阵

乐至消防原创舞蹈大赛第二季总决赛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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