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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四季度，经我局对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供城区范围内的生活饮用水用户水龙头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监测
出厂水 3个、末梢水 42个，每个点检测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耗氧量、氨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指
标，所检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之规定。

2019年第四季度，经我局对资阳市水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生活饮用水用户水龙头水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监测出厂水
3个、末梢水 9个，每个点检测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耗氧量、氨氮、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指标，所检
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之规定。

资阳市城区集中式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9〕7号

城区各用户：
因天然气工程施工需要，拟定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 13:30-17:30 在皇龙
片区停气。

请广大用户做好停气准备，关好

家中闸阀，注意安全。
咨询电话：028-26200915
特此通知。

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9日

片区停气通知

监测点（个）
12

监测数（数）
12

合格件数（件）
12

合格率
100

不合格指标及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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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城区集中式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2019〕8号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12月19日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为进一步
解决住房困难群体的安居问题，12 月
19 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举办资阳中
心城区 2019 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
租公开摇号活动，共推出 597 套公共
租赁住房。

当天，工作人员将 707 户符合实
物配租条件的家庭名单分为三组，在
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将名单录入资阳市
住房保障摇号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并进行电脑公开随机摇号。

据了解，本次公开摇号共推出 597
套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城市最低
收入家庭、残疾人、军人优抚对象、环
卫工人、退役军人家庭、现役军人家
庭、低收入家庭、城镇中等偏下家庭、
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职
工等家庭配租。为确保摇号公开、公
平、公正，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了
现场公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中心城区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各社区（村）干部及 1 名申请人
代表参与监督。

公开摇号完成后，成功配租的家
庭将于 12 月 23 日至 26 日期间，分批
分时段在市房管局按照选房顺序、选
房原则依次进行选房。未能成功配租
的家庭为轮候家庭，将在新房源推出
后，再次参与选房。

我市推出597套公租房保障困难群体安居

小龙虾+水稻
亩产值将突破10000元

冬季的一块块水田，安静地映射着温
暖的阳光。若不是同行的业主一路介绍，
很难想到这水面下还藏着“值钱宝贝”。

“这个季节，虾都钻到水下面去了。”
通力公司董事长刘利军告诉记者，2019年
3 月份投放第一批虾苗之后，又种植了一
季生态水稻。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优质早春虾的
市场价达到了每斤 30元以上；夏虾每斤的
价格在 25 元左右；生态水稻精米，交给电
商平台的价格为 8元一斤。”在试运行的首
年便实现了亩产值大于 6000元的目标，所
有产品的上市都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水稻能够为喜阴的小龙虾提供栖息之处，
小龙虾的粪便也方面直接肥土，整个“共作
过程”良性循环、生态环保。

“种植和养殖的全过程都不用药，都是
自然的环境中生长的。”虾大、壳薄、肉质肥
美；稻米香甜、软糯。 刘利军告诉记者，
2019 年的开门红为 2020 年稻虾丰产和畅
销做好了铺垫。

如今，基地的种虾苗都在水田中自由
地生长着。而刘利军在等待来年 3月再次
丰收的同时，又思考起了如何在 2020年通
过“生态精米”重拾“丹山大米”的名气和品
牌，最终实现亩产值达到 10000元的“丰产
预想”。

通力+通威
新组合找到产业新方向

刘利军名下的资阳通力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门针对四川浅丘陵地形特
征，为发展浅丘陵稻虾综合种养而组建的
专业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它选择与通威
集团合作，尝试走一条“公司+集团”“种、

养、销”一条龙服务的新型农业发展道路。
“通威集团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气

的农业、新能源企业。它不仅有专业的开
发团队‘育苗’，也有非常成熟的技术支撑，
在成都龙泉还拥有企业自己创办的三联水
产品交易中心。跟这样的公司合作，有保
障，也不愁销路。”

据介绍，稻虾的种养，只是稻渔综合种
养产业起步的一种尝试。未来，通力公司
还将跟通威集团一起，共同“解锁”稻鱼、稻
鳖等各种新兴项目的合作，把稻渔综合种
养产业做大做强。

“2020 年，我们还将扩大规模，预计增
加土地流转面积 1000 多亩。连片发展大
佛村、田坝村等相邻村，争取实现投产面积
3000亩的规模。”刘利军告诉记者，通力公
司的终极目标有三个——“持续发展 2 万
亩稻渔基地”“建设‘通力’小龙虾品牌”“再
创丹山大米新辉煌”！

资阳+成都
装满农民“钱袋子”
丰富城市“菜篮子”

“小龙虾+水稻”“通力+通威”“资阳+成
都”，三道加法题给丹山的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也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渠道。

截止目前，刘利军的稻虾综合种养基
地已经为在园区务工的农民发放报酬总计
26万余元。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个项目
的落地，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就会凭空减少
20多万；被撂荒的土地更没法实现亩产值
10000元；当然，成都的水产品市场将失去

“通力虾”的添彩，老百姓的饭桌子也会少
了丹山大米的健康和清甜。

未来，刘利军和他的团队将铆足后劲，
持续干、实在干，在新型农业领域中开拓进
取，让农民的“钱袋子”更满，让城市的“菜
篮子”更丰富！

丹山稻虾综合种养——

装满农民“钱袋子”
丰富城市“菜篮子”

丹山镇是雁江区的重点粮食生
产区之一。2018 年年底，业主刘利军
成立通力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成资
同城化的推动下，该公司与通威集团
达成合作协议：拟在丹山镇持续发展
2万亩稻渔（虾、鱼）产业。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成功将天池
村、康家村 、八字墙村连片发展，共流
转土地1112亩，在试运行阶段通过稻
虾综合种养，实现产值600余万元。

□ 陈世胜 本报记者 蒲敏

本报讯（记者 蒲敏）“从来没有哪年有今年
这么高的价位，养殖效益很好。”在乐至县中天
镇，记者见到了文禄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唐
文。在他的黑努家庭农场内，圈舍里原有 2000
只黑山羊，现在只剩下不足 500只。

“就是很俏啊，价格也是历史新高。每头羊
的价格都在两千元以上，种羊更是上万。”唐文
告诉记者，他名下的三个黑山羊养殖场，2019年
计划销售 3000 头黑山羊，能实现销售总额 700
万元左右。

唐文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效益，有两个秘
诀，一是重视环保，二是种养循环。他在黑努家
庭农场内，建设了一个沼气池和一个沼液池，工
人们定期把沼液池的天然肥抽到附近的 120亩
草场。记者注意到，紧靠农场大门的田象草已
经长到了三米多高。唐文告诉记者，黑麦超草、
墨西哥玉米、高丹草，羊儿们最爱的各种“美味”
都已经落户农场周围。用羊粪养羊草，用羊草
养羊儿，乐至黑山羊的循环经济体系就这样建
立起来了。

目前在乐至县，像黑努农场这样全年出栏
山羊 500 只以上的规模化农场共有 11 个，规模
化率达到 69%。以境内的国道线和成安渝、遂
资眉高速公路为轴线，乐至县分年度在回澜、龙
溪、通旅、石湍、石佛、中和场、金顺等 15个乡镇
发展黑山羊养殖，并逐步建设黑山羊生产基
地。通过强化良繁体系建设、巩固发展产业基
地、着力打造产业园区等举措，实现黑山羊生产
总量持续增长。

据乐至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全
县存栏山羊29.53万只，出栏山羊38.75万只，山羊产
值已达8.9亿元，占畜牧业产值的12.4%。

一头肥羊2000多元

乐至黑山羊
今冬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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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资阳阳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9年 12月 27日 10:00在我公司拍

卖厅以现场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下列车辆。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川M32000雪佛兰轿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6年。
2.川MS2113荣威牌轿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8年。
3.川M21775东南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4年。
4.川M23261桑塔纳轿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5年。
5.川MW0571扬子牌轻型普通货车一辆，购置时间2014年。
6.川M00101雅阁牌轿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6年。
7.川M00279东风日产轿车一辆，购置时间 2008年。
以上7台车辆整体拍卖。起拍价5.5万元，保证金1万元。
二、展示时间、地点：
标的于即日起展示于资阳市雁江区大千路原资阳CNG气

瓶检测站院内（资阳爱尔眼科医院对面）。
竞买人须于2019年12月26日17:00前（以到账时间为准）将

保证金汇到指定账户（户名：四川资阳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22735701040000478 开户行：农行资阳分行雁江分理处）不计
息。并于即日起至拍卖前一日（节假日休息）18:00持本人身份证、
缴纳保证金凭证及报名费200元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 13778985885 028-26633248
2019年12月20日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近日，安岳县协和镇瓦堂村无比热
闹。只见一袋袋新鲜的柠檬被装上车并运向村外，村民们脸上露
出幸福的笑容……

瓦堂村是市环卫处的结对帮扶村，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发展了
柠檬 100余亩，带动散户种植 100余亩。今年是该村推进柠檬种
植的第二年，村里的柠檬树挂果喜人，但此时的青柠檬在市场上
价格低、销售渠道窄，瓦堂村的数万斤青柠檬遭遇滞销。

积极整合资源，联系销售厂家......市环卫处在得知相关情况
后，立刻行动起来，帮助瓦堂村解决柠檬销售问题。经过多方打
听、沟通、协调，最终成功与资阳市嘉承食品有限公司达成销售协
议，由该公司以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收购瓦堂村的生态青柠檬。

由于瓦堂村缺乏青壮劳动力，市环卫处便组织环卫志愿者到
村里帮助村民们摘果、装袋，并运送至指定地点售卖。看着自家柠
檬被销售出去，种植户们的心终于踏实了。“要不是市环卫处帮忙，我
今年的柠檬怕是要烂在地里哦。”村民杨启林如释重负地说。

据悉，瓦堂村此次共售出青柠檬10余吨，销售总额10000余元。

瓦堂村青柠滞销 市环卫处来帮忙

本报讯（任红英）近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全面社会责任管理
项目启动会在国网资阳雁江供电公司召开，对近期全面社会责任
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这标志着该项工作正式进入推进实施
阶段。

据了解，2020年，资阳供电公司将以“红细胞”社会责任示范
项目为主体，注重沟通、交流、合作、培训、创新和公益项目孵化，
通过项目示范将国网省、市公司的公益理念、公益实践进行整合，
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展示，实现未来公益实践的创新。示范项目将
在雁江供电公司落地试点。

资阳供电公司

加快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工作

（上接一版）他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随后，习近平来到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濠江中学创建于

1932年，是澳门学生人数最多的基础教育学校，现由校本部即中
学部、附属英才学校、小学部和幼稚园部四个校部组成，建校以来
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爱国爱澳人才。今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给该校小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在澳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来到学校图书馆，听取澳门教育总体情况和学校校史
介绍，了解澳门回归以来特别行政区和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情
况。展台上摆放着《中国历史》《品德与公民》等教材，习近平拿起
教材仔细翻看。习近平表示，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内地合编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要鼓励
更多学校使用新教材，让老师们把教材讲好、讲活、深入人心。

习近平还观看了学校科技创新作品的展示，听取学生介绍科
创作品《长城的故事》和导盲杖、夜间智慧泊车系统等，并与学生
互动交流。他说，同学们的作品很有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希望
学校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探索开拓更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
教育方式。

学校礼堂里，濠江中学师生代表，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校长、
历史科研组长、德育主任正在观摩以“‘一国两制’与澳门”为题的
中国历史公开课。

习近平走进礼堂，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习近平向大家挥手
致意并就座观摩。公开课结束后，在师生们热烈掌声中，习近平
走到学生中间即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濠江中学是一所具有悠
久爱国传统的学校。今年 5月收到英才学校小朋友的来信，浓浓
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让我很受感动。濠江中学
的光荣历史也映照出了广大澳门同胞始终秉持的深厚爱国情
怀。爱国主义为澳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政
治基础，使“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结出繁荣
昌盛发展的累累硕果。

习近平表示，今天这堂课意义非凡、有的放矢，抓住了历史的
要点和教育的要害。要打牢爱国主义的基础，就要了解历史。作
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腹有诗书气自
华”。14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了解我们
5000年延续不绝的历史，就能自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
自豪感。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史，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对
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
每个人都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更加坚定了对国家
发展道路的信心。澳门回归祖国 20 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

“天翻地覆慨而慷”，这让澳门同胞更加懂得“一国两制”的根本在
于“一国”，更加珍惜今天的良好局面，增强开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兹事体大，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
教育部门和学校担负起主体责任，在已有基础上再接再厉，把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做得更好。相信澳门青年人必将成为有为的一
代、值得骄傲的一代，成长为澳门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习近平讲话结束后，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校园时，师生们围拢过来，向习近平主席热情问好。学

生们向习近平赠送了专门制作的《习近平主席回信纪念专刊》，习
近平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并同大家挥手告别。

丁薛祥、王晨、张又侠、王毅、马飚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视察澳门政府
综合服务中心和英才学校

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12月19日

“通力”小龙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