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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鹤 记者 李小凤）2 月 13
日至 18 日，安岳农商银行营销工作组分
别前往安岳县食品药品协会、安岳县工业
园、安岳县柠檬商会，与相关负责人就当
前全县药品行业、工业园所辖企业以及全
县柠檬产业等发展情况及复工复产情况
进行深入了解，并对如何持续优化信贷产
品契合各产业发展融资需求进行探讨。

之后，安岳农商银行将立即对安岳
柠檬商会推荐的优质业主进行一一对

接，通过银行注资，解决业主在当前春耕
生产中面临的农药资金短缺问题，助力
柠檬产业尽快恢复春耕春种。

据悉，近段时间，为及时了解县域各
行业、企业在疫情期间生产情况及复工复
产金融需求，安岳农商银行及时制定了

“2020年信贷市场及营销调研方案”，根据
前期梳理的客户名单划片分区，深入各行
业、商会、企业积极开展调研，精准对接市
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

安岳农商银行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

便 民 信 息

2月19日我市主城区
禽肉蔬菜价格信息

市发展改革委对资阳市主城区价格监测：2月 19日，市场
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粮油、牛奶价格保持稳定，猪
肉、鸡肉、鸡蛋、鲜鱼价格小幅回落，牛肉、鸭肉、蔬菜价格与前
一日持平。猪肉（一级后腿肉）零售均价 33.16元/斤，猪肉（精
瘦肉）均价 36.16 元/斤，分别下降 1.8%、2.4%；白条鸡肉均价
14.56 元/斤，下降 1.4%；鸡蛋均价 6.68 元/斤，下降 2.9%；精牛
肉均价 44.76元/斤、白条鸭肉均价 14.36元/斤、监测的 13种蔬
菜均价 3.17 元/斤，与前一日持平；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
鲜鱼均价 12.15元/斤，较前一日下跌 1.1%。

第九条 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全国人口
普查方案（以下简称普查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人口普查应当按照普查方案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人口普查的对象、内容和方法
第十一条 人口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
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第十二条 人口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
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国籍、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
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第十三条 人口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户为单位进
行登记。

第十四条 人口普查采用
国家统计分类标准。

(未完待续)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连载三)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 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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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工商银行资
阳分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监管部门及上级行的决策部署，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促进全市经济健康发展。

强化疫情防控信贷支持

疫情发生后，工行资阳分行积极对接
疫情防控医院、医疗物资生产销售企业及
生活物资保障企业，利用“抗疫贷”专属产
品和“复工贷”特色产品，满足卫生防疫、
民生保障和企业复工生产等方面的融资
需求。一是主动对接全国性防疫重点保
障企业 2 户，已实现放款 1 户，贷款金额
300 万元；二是积极对接四川省防疫重点
保障企业 20 户，目前已完成贷款授信 6
户，授信金额合计 6100万元，已实现贷款
投放 818万元，剩余 14户正在加紧收集公
司资料，力争本月底前全部完成授信并实
现贷款投放；三是积极上报审批某医院

800 万元疫情防控资金，在 1 天内完成资
料收集并上报贷款审批，预计在本周内实
现投放。

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复工

在保障疫情期间防疫重点生产企业
资金需求的同时，工行资阳分行还积极推
动资阳市重点项目复工建设，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提前做好资金投放安排，保障项
目顺利推进。

针对资阳临空产业新城项目，工行资
阳分行提前与临空项目公司联系，匡算复
工后资金需求，提前准备提款资料，确保
资金及时到位；同时，主动联系临空银团
成员行，确认各银团成员行对本项目的资
金支持不受疫情影响；其次，将“临空产业
新城孵化园”1.9 亿元项目前期贷款流程
快速上报，尽快完成贷款审批，保障该项
目顺利推进；另外，加快完成临空产业新
城一期 81.6亿元银团贷款协议签章，为银
团贷款投放做好前期准备。

针对中国牙谷项目，工行资阳分行也
积极做出努力，促进牙谷项目顺利推进，
一是加强与高新区管委会、项目公司以及
项目总承包方的信息对接，了解工程进度
安排及资金需求，拟在本周内投放中国牙
谷科创园区（多功能中心）银团项目贷款
3.472亿元，目前已于 2月 18日、2月 19日
分两批投放贷款共 2.09亿元；二是提前收
集中国牙谷后续建设项目相关立项审批
资料，快速拟写调查报告，确保本月上报
审批，保障后续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多措并举支持企业脱困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让本地不少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了不小冲击，工行
资阳分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多措并举，
积极支持企业脱困。

工行资阳分行在获悉部分企业的困
境后，认真开展受困企业情况调查，做好
到期融资安排。通过电话、微信等不见面
方式，对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业、房地产、

医疗、公共事业、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共 9
个行业 79 户主要信贷客户开展调研，梳
理受困客户清单。对受困客户进行逐户
排查，确定风险缓释意见，拟对 2 户企业
2240 万贷款进行展期、8 户企业 795.2 万
元进行无还本续贷。

按照市政府办《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工行资阳分
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进行相应优惠，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单证审核流程，在 30
分钟内完成某企业在台湾采购防护物资
付汇工作，1天内完成某企业 2000万元银
行承兑汇票开立，2天内完成某企业海外
投标保函开立，确保企业复工后的正常生
产经营。

此外，工行资阳分行还主动联系口罩
贸易企业，为某公司提供口罩 1 万余个，
帮助企业安全生产、稳定经营；加班加点
收集外汇资本金登记资料，保障四川现代
第二笔增资金顺利到位，助力企业尽快复
工生产。

工行资阳分行

多措并举精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先锋模范带头上！

“为国、为民分忧，这是党员不容推辞的义务。我是军人，
我不怕苦，把最远的片区留给我。”这是资溪社区卫生服中心退
役军人陈玉林请战的简短话语。

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陈玉林坚守军人铁的纪律，
忠实履行职责，主动担当奉献，参与了中心最远辖区返乡人员的
流调工作。“这个远，我去”“这个不配合，我去”“这个有症状，我
去”，他话语简单，却总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退役军人、共产
党员的初心。1月26日，中心接到居委会的电话，一名疑似患者
居住环境需要消毒。“我是男人，我力气大，这种活就该我干。”陈
玉林同志二话不说，背着消毒液就匆匆而去。“虽然退役了，但我
还是希望可以为党和国家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同样带头行动的还有资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产党员魏
碧清。1月 23日，中心接到通知，需安排人员到资阳汽车客运
中心排查返乡人员。“我是党员，我先去！”魏碧清二话不说，带
着队伍就来到车站值守。1月 27日，随着中心所辖的返乡人员
医学观察人数不断增加，中心居家医学观察组人手变得紧张起
来，魏碧清不顾自己患有风湿关节炎，主动请战，自愿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带领科室包揽辖区4个居委会返乡人员的居家医学观
察工作。无论返乡人员有多不配合，无论老旧小区的楼梯有多
高，她总是笑脸相对，一次又一次登门宣传解释，赢得返乡人员
的支持与配合。

我们跟着前辈干！

“我已经向中心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就是党组
织考验我的时候，请批准我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跟着前辈
干！”狮子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罗予晨，25岁，在中心疫情防
控工作动员部署会后，第一时间主动请缨。

1月 23日至 30日，她全天候坚守在成渝高速路口疫情防控
排查一线，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14个小时以上。1月 30日 22时，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单位的她，听到值班人员说入户协查走访
检测工作人手不足后，又赶去协查，结束时已是深夜零时许。
回程路上，同行人员跟她搭话时，才发现她已经在车上睡着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罗予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一
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诠释了新时期医务工作者无
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精神，为筑牢疫情防控“堡垒”，确保人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疫当前皆干将！

三贤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五小”行业数量多、分布
广，中心卫生协管人员少，为及时排查新冠肺炎疫情，51岁的卫
生协管科科长王冬秀不顾膝关节疼痛，积极参与一线摸排，经
常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疼到汗流满面也要坚持完成每天的排
查工作。她说，“只有摸排准确了，不错漏一个疑似人员，我们
的后续防控才会有明确的对象。”

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宋菊芳明年即将退休，患有高血
压、心脏病，但为了替同事分担繁忙的工作，她一直战斗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深入小区，为外出返乡人员、外来人口给予居家医
学观察指导，为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开展提供支持。宋
菊芳为节约同事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每天给居家观察人员
测完体温后，还要收集整理资料并上报，便于下一班人员快速、
准确开展工作。

一个个缩影，用小我书写大我，用行动诠释使命，守卫着居
民健康！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日前，在
雁江区军休所，一群昔日征战沙场的
老战士踊跃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
款的场景，令人感动。当天，雁江区
军休干部及军休所干部职工共捐款
24400元，其中 1000元根据捐款人的
意愿用于扶贫，其余 23400元将全部
交予区红十字会用于抗击疫情。

这群老战士，曾多次征战沙场，
为保卫国家和平、实现人民安居乐
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虽然退伍
多年、年事已高，但心怀祖国。此次
疫情爆发后，他们为国家和人民鞠躬
尽瘁的赤子之心依然不改，有的捐 1
万、有的捐 3千……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我们四
川地震的时候，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帮
助，现在是时候报恩了。”2月 18日下
午，安岳县鸿安红薯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尤特薯品公司总经理黄晓艳为武
汉捐赠的 25 吨红薯从安岳县装车出
发，马不停蹄地向武汉奔去。

黄晓艳在安岳县周礼镇承包了
1560亩土地用于种植有机红薯，被当
地人亲切地称呼为“红薯妹妹”。汶
川地震的时候，她在广元志愿为当地
受灾群众煮饭。“那时候看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很多物资运来四川，我就很
感动。这次疫情又让我想起当时的
情景，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她
说。

“这 25吨红薯价值 25万元左右，
几乎是现有的全部库存。”黄晓艳告
诉记者，在民建资阳市委的支持下，
她很快与新浪扬帆公益基金湖北站
取得联系，并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
到愿意前往武汉送货的司机。送去
的红薯将统一发放给武汉市各个养
老院。

雁江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筑牢堡垒护健康几乎捐出全部库存

“红薯妹妹”25吨红薯援武汉

本报讯（吴杰 饶瀚涛）近日，农发行
资阳市分行分别投放地方调控粮油贷款
1640 万元和应急救灾贷款 2000 万元，用
于市本级临时成品粮油储备和雁江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防疫设备及
物资采购。

据悉，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当前，
农 发 行 资 阳 市 分 行 正 在 充 分 发 挥 政
策 性 银 行 的 支 农 作 用 ，抓 紧 与 各 县

（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对接，
在临时成品粮油增储、应急救灾物资
采购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全力保障
疫 情 防 控 。 其 中 ，该 行 开 通 应 急 通
道，仅用两天时间就向资阳粮食储备
库 和 四 川 资 阳 城 关 省 粮 食 储 备 库 审
批地方调控粮油贷款 5568 万元，可用
于 市 本 级 1.08 万 吨 临 时 成 品 粮 油 储
备，目前已投放的 1640 万元地方调控
粮油贷款就是其中一部分。

农发行资阳市分行

速投救灾和粮油贷款共3640万元

本报讯（朱国强）“各级党员、干部、
医护人员为抗击疫情这么辛苦，我能做
的就是提供一些蔬菜，搞好后勤工作，让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打好这场

‘战疫’。”2月 17日，安岳县长河源镇龙
眼村1组村民安仁友来到长河源镇政府，
捐赠了2500斤新鲜蔬菜给机关食堂及长

河、团结卫生院和各防疫监测点。
安仁友目前在通贤镇、鸳大镇、元坝

镇共承包了400余亩土地种植蔬菜，种植
有小白菜、莴笋、瓢儿白、芹菜、儿菜等。
时值换季，基地中只有儿菜，本来已经全
部被订购，但安仁友想到抗疫人员还在
防控一线奋战，就主动跟订货商沟通减

少供货，分出 2500斤儿菜用以支持抗击
疫情。对此，订货商也十分支持。

“非常感谢安仁友同志捐赠蔬菜。
疫情面前，只要干群一心，我们坚信一
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长
河源镇镇长刘银平对安仁友的善举称
赞道。

支持战疫情 安岳菜农“挤”出儿菜2500斤

本报讯（宋岱谦）“这批口罩，是我
个人的一点心意，希望能对你们抗疫有
所帮助。”2 月 17 日下午，一个小伙将
2000 只口罩捐赠给乐至县人民医院。
他叫雷波，乐至人，为了买到这批口罩，
费尽周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雷波正在泰
国旅游。当听到家乡朋友说乐至口罩很
紧缺时，他就打算为家乡人民买一批口罩

回去，随即在泰国四处搜购口罩，但因抢
购的人太多，没能买到。他又马上联系
国内朋友，请他们帮忙联系能够发货
的口罩厂家，但都没成功，2 月 7 日，
雷波回到乐至后，继续到处寻找口罩
生产商。

2 月 12 日，终于有一个外地朋友给
他联系到了一家口罩厂，好说歹说，对
方 答 应 给 他 2000 只 ，并 保 证 13 日 发

货。以后几天，由于惦记着口罩的物流
情况，雷波一直都睡不好觉，每天都在
网上反复查询物流信息，直到看到货物
已到达乐至的信息后，那颗悬着的心才
终于放了下来。

“谢谢你的大爱之举！”乐至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邓永红收下雷波的这批口
罩后感激地说，“我们将及时把口罩分
发到一线防控人员手中。”

□ 张元敏 本报记者 杨佳鹭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第一
道防线，承担着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雁江区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67名医务人员不顾自
身安危、冲在防疫一线，用专业和敬业全力构筑安全防线。

费尽周折 乐至小伙买2000只口罩赠医院

装
运
红
薯
。

雁江军休干部
为抗疫捐款2万余元

退伍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