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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信心 增强凝聚力
市市场监管局部门文化建设卓有成效
本报讯（田少波）春节临近，年味渐浓。
在市市场监管局，工作间隙不时有欢声笑语、
同事间的热情问候。干部职工关系融洽，工
作繁忙而有序。这是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以来
开展职工文化建设取得的良好效果。
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之初，原来的几个市
级部门相同职责科室融入一个部门，干部职
工人员增多，工作范围扩大，彼此不熟悉、分
工情况复杂等诸多问题显现出来，一度造成
一些职工思想混乱，给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对此，该局在加强思想教育、严格组织纪律的
基础上，注重了部门文化氛围的打造，不断满
足干部职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期待，并组

建了书法活动小组、摄影爱好小组、徒步爱好
小组、垂钓爱好小组等 10 多个业余爱好活动
小组，用传统文化和体育趣味活动熏陶、锻炼
大家，凝聚人心。随着大家沟通交流增多，互
相学习提升的机会多了，逐渐地，单位干部职
工形成了和谐共融的良好氛围。演讲比赛、
书画大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文艺演出等
系列主题活动中，大家携手奋进，亮点频闪，
全局干部职工的精神文明素养也得到了大幅
提升。如今，全局已成为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干部职工守礼仪、讲礼貌、爱学习、善创新，业
务工作有序开展，大家的自信心得以提升，单
位的向心力、凝聚力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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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通
新建成渝高速资阳收费站

成渝高速资阳收费站。

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学科学用科学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1 月 10 日一大早， APP 及
“天府科技云”推广活动。
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的男女老少早早来到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做好农村科普
村委会，满怀期待地等着另一群人的到来。 工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之一，市科
当记者问起他们在等什么人时，他们不约而
协充分依托现有的传播渠道、平台为村民和
同地回答：
“等科技宣传人员来为我们普及科
学生推广科学知识，使科普信息化建设与传
学知识。”
统科普深度融合。同时，通过在群众中宣传
“一面镜子，既能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还
推广“科普中国”APP 及“天府科技云”服务，
能看见镜子背后的物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让群众了解并学会使用各类科普平台，帮助
“一束粉色假花，用吹风机热风吹几下，怎么
大众更好地学习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
就变成蓝色的啦？”
“ 一个长三米的长塑料口
晏家坝村党总支书记查玉春告诉记者：
袋，怎么能在三秒内被气充满？”……现场，一 “近年来，为持续提升村民的科学素养，村里
个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引起村民们的好奇，激
每个月都会举办科普活动，向群众宣传怎样
发了他们探究现象背后科学原理的热情。原
安全使用水电气、怎样安全使用农药化肥
来，这是市科协举办的科普下乡、
“科普中国” 等。群众学习兴趣高，学得也很快。”

1 月 13 日上午 11 时许，随着
几辆大巴车缓缓驶入成渝高速
资阳收费站入口，新建成渝高速
资阳收费站正式开通。据悉，相
比原收费站，新收费站进出通道
由原来的 8 条通道改为 16 条通
道(6 进 10 出)，并且实行 ETC 全
覆盖。开通仪式现场吸引不少
周边群众前来参观，大家一致表
示，成渝高速资阳收费站高端大
气，是资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雁江电力新春慰问暖人心

娇子大道西延线定向互通。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1 月 10 日，在 2020
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
司组织工作人员到雁江区伍隍镇爆花村、
盐井
村开展新春慰问活动，组织新春文艺汇演，到
贫困户家中贴春联，安装电力线路，用实际行
动把新春的祝福与温暖送到村民心中。
当 日 下 午 一 点 半 左 右 ，在 爆 花 村 村 委
会，百余名村民欢聚一起，观看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2020 年迎春文艺演出，包括雁
江区电力公司演出团在内的 10 个表演团队
为村民们带来了形式多样的节目。欢快的
舞蹈、优美的歌声、悠扬的黄梅戏……25 个

市民齐点赞。

资阳部分快递公司节前将停运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日前，记者从资阳城区
多家快递公司获悉，春节将近，部分快递公司将
于近期暂停运营。
申通快递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尚未接
到明确的通知，但预计将在一周之内停运，
“目前
发往西藏、四川三州地区的快递已经停运，其他
地方的还要等候通知。派件工作可能会持续到

本月 25 号左右。”
据京东快递工作人员介绍，
京东快递过年不打
烊，
但将开启
“春节模式”
“
。一般大年初一如果货不多，
又不是生鲜类包裹，
可能派送会比较慢，
过年我们不涨
价，
但是快递员要排班休假，
所以请大家谅解。
”
记者从顺丰速运了解到，虽然春节期间，顺
丰的收件派件业务照常，但是从大年三十至大年

初六，寄快递要加收服务费，
“50 公斤以内，每单
加收 10 元，超过 50 公斤每单加收 50 元。大年初
七就恢复原价。”
除了顺丰、京东不打烊以外，全年无休的还
有中国邮政。中国邮政的工作人员介绍，春节期
间邮政快递的服务不会有变，不受影响，市民可
以正常收、发快件。

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幸福片区（槐树西路、幸福南一巷、幸福南二巷）道路建设工程等项目结算审查邀请招标公告
一、招标项目
（1）资阳市幸福片区（槐树西路、幸福南一巷、幸福南二
巷）道路建设工程、
（2）资阳市老成渝路改造建设工程、
（3）资
阳市游泳馆二装、
（4）资阳市书台路道路建设工程、
（5）资阳
市二环路陈家湾 B 段安置房配变电工程、
（6）资阳市二环路
陈家湾安置房、
（7）资阳市雁南路道路建设、
（8）资阳市康乐
中路道路建设工程、
（9）资阳市市民服务中心周边道路、
（10）
资阳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结算审查。
二、标段划分及投资
一标段：
（1）资阳市幸福片区（槐树西路、幸福南一巷、幸
福南二巷）道路建设工程（投资：6479.65 万元）、
（2）资阳市老
成渝路改造建设工程（投资：919 万元）、
（3）资阳市游泳馆二
装（投资：798.91 万元）、
（4）资阳市书台路道路建设工程（投
资：3250 万元）,合计总投资 11447.56 万元。
二标段：
（5）资阳市二环路陈家湾 B 段安置房配变电工
程（投资：504.95 万元）、
（6）资阳市二环路陈家湾安置房（投
资：10220.13 万元）、
（7）资阳市雁南路道路建设（投资：582.07
万元），
合计总投资 11307.15 万元。
三标段：
（8）资 阳 市 康 乐 中 路 道 路 建 设 工 程（投 资 ：
3319.69 万元）、
（9）资阳市市民服务中心周边道路（投资：
2820.58 万元）、
（10）资阳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投资：7183.48
万元），
合计总投资 13323.75 元。
注：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投标，但可以中标的合同
数量不超过 1 个标段。
三、招标须知
（一）基本审核费最高限价（工程结算审查审核服务酬金

由基本审核费和效益审核费（效益审核费详见初步评审合格
标准）两部分组成。
）
一标段基本审核费：16 万元
二标段基本审核费：15 万元
三标段基本审核费：18 万元
（二）招标申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2）执业三年以
上，
已构建内部严格有效的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近三年没有违反
职业道德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记录。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4）自愿接受审计机关的全程监督指导。
（5）
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
（三）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将投标保证金通过转账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
缴纳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9 日 17：00 时。投标保证
金的金额：伍仟元整。评标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
单位的投标保证金，中标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户名：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绵阳商业银行资阳分行
账号：6000 1100 000 182
四、服务期限
发放中选通知书后 40 个日历天内完成。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者，请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内上午 8:30-12:00，下午 2:30-6:00，在资阳市诚兴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九楼 906 持以下证明材料现场报名：

1、法定授权委托书；
2、经办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鲜章；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鲜章；
4、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文件服务。
六、招标响应文件要求
招标申请人应将招标响应文件装订成册，封装于密封袋
内，密封袋封口处必须用密封条密封，并在密封条骑缝处加
盖招标申请人公章。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称、招标申请人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招标响应文件正本壹份，副本壹份（响
应文件必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送达报名地点，逾期送达、密
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招标人恕不接收）。
七、参选文件的递交
响应文件截止递交时间（开标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9
时 30 分。
开投地点：资阳市娇子大道广电大楼 9 楼会议室（资阳市
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资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zyct.net）、资阳日报。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资阳市娇子大道广电大楼 906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3739432077
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新浪@资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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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轮番上演，当地村民在家门口感受了一
场文化盛宴。
在毗邻的盐井村，来自雁江电力公司的
几位电力工人，正在为 13 组村民陈宗云安装
电线。据了解，陈宗云家原本的室内电线杂
乱无章，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雁江电力公司得
知情况后在今年年初免费为其更换了室内电
线。而近日，陈宗云家又进行了旱厕改造，改
造后的厕所没有电灯，雁江电力公司随即又
派电力工人到陈宗云家为其免费安装电线和
电灯。雁江电力公司的举动，不仅点亮了陈
宗云的家，也
“点亮”了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