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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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令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人民
政府批准，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
城大道以南、创业大道以北；横二道路以南、纵
三路A段以东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

求（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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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方式为
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挂牌报价不低于底
价的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0年2月24日至
2020年3月20日（正常上班时间）到资阳市土地矿
产交易中心（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
702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资阳市土地矿产
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我委于 2020年 3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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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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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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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20日 20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
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
河埝街 12 号 2 楼），受理竞买人的报价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 8 时 30 分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
10时 00分止（含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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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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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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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大道以南、

创业大道以北
横二道路以南、

纵三路A段以东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20004.49

25333.35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7

＞1.0

建筑密度
（%）

＞40

＞40

绿地率
（%）

＞10且＜20

＞10且＜20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起始价（万
元）

408.4157

503.5264

保证金
（万元）

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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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我有幸代表
市第四人民医院，参加四川省第九批援湖
北医疗队，我们一定加油，好好干，不辜负
大家期望。”2月20日，在市第四人民医院
援助湖北医护人员出征仪式上，副主任护
师李兰面对党旗许下了自己的诺言。

根据省、市的统筹安排，该院派出 5

位医护人员参加我市第二批、四川省第九
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即将于 21 日出征。
出发前，5名队员已接受了10余次专项培
训，系统学习新冠肺炎的相关诊疗知识、心
理援助技巧、专业技术操作及防护服、口
罩、手套、护目镜等防护器材的使用方法。

为降低感染风险、节约时间、更好

地投入工作，19 日下午，专业理发师前
来为 5位医疗队员集体理发。

出征仪式上，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谌明全向队员们深情寄语，
希望他们到湖北后，服从安排、做好防
护、努力工作，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期待
勇士平安凯旋。

□ 罗军

2月19日14时20分，一辆满载防疫物资的绿色邮车从资
阳出发，目的地为湖北武汉、十堰两地。两名驾驶员日夜兼程，
千里驰援，圆满完成此次运输任务。

任务光荣 开启绿色通道

“我们有一批防疫物资捐赠给武汉同济医院，希望能得
到你们的帮助。”2月 18日，四川华柚医疗器械公司人员李秀
兰致电资阳邮政，询问防疫物资通过邮政渠道寄递事宜。同
日，市总工会拟捐赠湖北省十堰市慈善总会防疫物资，也寻
求邮政支援。

得知情况后，资阳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寄递
事业部与四川华柚医疗器械公司和市总工会对接，了解捐赠
物资种类、数量及承运时间，并协调相关事宜。 经确认，四川
华柚医疗器械捐赠武汉同济医院的物资为 6%次氯酸钠消毒
液 2吨、医用防护全面罩 10000套，市总工会捐赠湖北省十堰
市慈善总会的物资为 84消毒液 1吨，两家单位的捐赠物资均
已到位，可随时发运。

情况收集后，资阳分公司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连夜组织相
关人员商讨承运事宜，制定运输方案。考虑到消毒液体不便
寄递，且达到整车运输标准，最终决定开启绿色通道，通过直
运方式运送。

2月 19日上午，得到省分公司同意后，资阳分公司即刻着
手准备实施此次运输任务。确定驾驶人员，检查车辆，准备
防护服及途中生活物资，开具运输证明，联系捐赠单位……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长途运输务必确保行车安全，经过比选，公司确定了张
茂军、谢文两人执行此次押运任务。

日夜兼程 物资及时送达

19 日中午，邮车到四川华柚医疗器械公司将物资装
上车。

“你们的效率太高了，服务周到，谢谢你们！”华柚公司联
系人李秀兰由衷感慨。

14时 10分，两名驾驶员整装待发。
“要注意行车安全，做好自身防护，把资阳人民的爱心及

时送到湖北，我们等你们凯旋。”资阳分公司总经理查鉴说。
14时 20分，邮车准时出发。
资阳到十堰 1100余公里，十堰到武汉 450公里，出行前两

名驾驶员做足了功课。他们表示，2小时轮流休息，人歇车不
歇，以最快的速度将防疫物资送达目的地。

20日早上 8时 30分，任务车辆到达十堰市慈善总会。清
点物资完成交接，9时 10分，车辆又从十堰驶向武汉。

15时许，到达武汉同济医院，张茂军、谢文顾不上吃饭便
协助当地工作人员将物资搬运下车。完成交接后，两人未作
停留即刻返程。

“感谢资阳爱心企业，感谢中国邮政！”武汉同济医院物
资接收人员道出了内心的感谢。

国家有需要，邮政在行动。邮政绿色通道随时准备着驰
援武汉，驰援湖北。

市发展改革委对资阳市主城区价格监测：2月 20日，市场
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粮油蛋奶价格保持稳定，猪
肉、蔬菜价格小幅波动，鲜鱼价格回落。猪肉（一级后腿肉）
零售均价 32.96 元/斤，略跌 0.6%；猪肉（精瘦肉）均价 36.16
元/斤、精牛肉均价 44.76元/斤、白条鸡肉均价 14.56元/斤、白
条鸭肉均价 14.36 元/斤，与前一日持平；监测的 13 种蔬菜均
价 3.16元/斤，略跌 0.3%；农贸市场恢复营业的鲜鱼经营户增
加，市场供应量略增。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鱼均价
11.29元/斤，较前一日下跌 7.1%。

新增治愈病例数连续两天超过新增
确诊病例数、湖北省外新增确诊病例数
连降16天……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积极
信号正越来越多，这离不开广大医务人
员的舍身奉献。

当前，疫情仍在持续，战斗远未收
兵，对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保护够不
够？为生命接力，守护医务人员有哪些暖
心之举？

夜以继日奋战，超3万名
医务人员驰援湖北

20日下午 4时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
发布人员起立，默哀，以此对英勇牺牲的
医务人员和不幸去世的患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

疫情第一线就是战场，面对疫情，广
大医务人员挺身而出，无惧危险，义无反
顾。他们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

国家卫健委截至 19 日的数据显示，
全国已有 278 支医疗队，32395 名医务人
员从各地驰援湖北；还有更多的医务人员
坚守在广大城市乡村的战“疫”一线。

战“疫”中，医务人员的辛苦付出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不必说长时间穿着防
护服的窒息感，他们戴上一天的口罩、护
目镜，脸上会勒出深深的痕迹，甚至出现
压疮、皮肤破溃；有的人为了节省防护服
甚至穿上尿不湿工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线医务人员
所需的重点医疗物资能够得到保障，生活
物资供应基本上是充裕的。”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说。

为了应收尽收，武汉市定点医院已增
加到 45 家、共有床位 19161 张；全面启用
12家方舱医院，计划床位超过 2万张……
数字增加的背后，意味着医务人员的负担
更重。而对大量重症患者的救治，更是分
秒必争。

连日来，方方面面都发动了起来：联
防联控机制统筹调度，集中全国各种渠道
的资源，保湖北、保武汉；许多企业迅速复
工复产、转产扩能；全国各地、海内外纷纷
伸出援手，慷慨捐赠；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一切为战“疫”让路……

保护措施怎么做？防止感
染、经费保障一个都不能少

采集咽拭子标本、给病人插管……从
踏进病房起，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
务人员就长期处在感染的高风险环境中。

怎样更好地保护一线医务人员，始终
是各界关注的话题。

为此，国家卫健委出台一系列措施，
包括继续加大医用防护用品保障力度、医
疗机构落实感染防控要求、科学安排诊疗
班次、根据诊疗操作的危险程度分层分级
管理、加强医务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报告制
度、全力救治被感染医务人员等。

“落实好排班，充分休息，保证医务人
员得到良好的照护，保证充沛的精力抗击
疫情。”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王贵强 2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说。

此外，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在“传
播途径”中明确，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

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
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也为医务人员更
好地认识这种疾病、降低感染风险提供了
帮助。

还有经费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医
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说，国家医保局
会同财政部、国家卫健委明确提出“确保
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
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
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
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疫情结
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将国家卫健委诊
疗方案中涉及的药品和诊疗项目临时纳
入医保支付……

“从目前确诊和疑似患者实际发生的
医疗费用来看，预拨付资金能够满足现阶
段的医疗救治需要。”熊先军说，截至 2月
19 日，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医保部门提前拨付定点救治医疗机构
的专项资金 171.79亿元。

关爱医务人员怎么做？落
实待遇突破编制、身份限制

和死神赛跑，与病毒抗争，为生命接
力……在做好医务人员健康防护的同时，
更多暖心之举正在推行。

国家卫健委人事司副司长段勇介绍，
国家卫健委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沟通，在
人社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
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出台了一系列待遇保
障的政策。

——出台工伤认定政策，明确医务人

员因履行工作职责而感染新冠肺炎的应
认定为工伤。

——落实医务人员待遇政策，向工作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
者发放临时工作补助。

——申请提高卫生防疫津贴标准，
此项津贴标准已由国务院批准将于近日
下发。

——向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医疗卫
生机构核增绩效工资总额，允许医疗卫
生机构向一线的医务人员额外发放工作
补助。

对临时工作补助问题，段勇介绍，根
据国家卫健委下发的通知，地方上由同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人社部门、财
政部门按月审核，报经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统计汇总后，每月 10 日报国家卫
健委。国家卫健委审核后报人社部和财
政部审定，由同级地方财政先行垫付，最
后由中央财政据实结算。对于各地派出
到湖北的医务人员，由派出地进行单列
统计汇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人员范围的确
定不受编制、身份等限制，以具体参加实
际工作为准。”段勇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人
员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有医务人员不幸
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
知》，国家卫健委立即研究做好卫生健康
系统牺牲人员烈士申报工作。目前，相关
工作正在推进。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着力使医务人员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焦点透视

千里驰援
13小时防疫物资抵湖北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医务工作者是
抗击疫情的主力军，他们
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冲锋
在前、迎难而上。响应党
中央号召，我市再组织一
批医护人员作为四川省第
九批援助湖北医疗救援队
队员，于 2 月 21 日从资阳
出发，出征武汉……

本报讯（记者 郭菁）资阳市第二批
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员当中，有 7 名医护
人员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2月 19日下
午，在医院会议室里，这 7名队员接受了

“娘家医院”的关心和鼓励。
据了解，这 7名医护人员中有 2名医

生、5名护士，都十分年轻。面对奔赴湖

北开展医疗援助的艰巨任务，他们表示：
“不怕，只想尽点力。”院领导再三叮嘱：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

随后，7 名队员接受了临行前最后
一次专题培训。从如何穿戴防护服、手
套，到如何利用饮食既保持体力又减少
排泄，队员们认真学习、讨论援湖北期间

的工作要领。
为保证队员在湖北工作期间的工作

和生活，医院为他们准备了必需的医疗物
资、生活用品，多次开展感控等专题培训。

据了解，7名队员将于2月21日，随我
市援湖北医疗队一同前往成都，与四川省
第九批援湖北医疗队的其他成员汇合。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 韩成玺）1月 19
日，市人民医院接到集结令，该院 8 名医
护人员将作为我市援湖北医疗队成员，随
全省第九批援助湖北医疗救援队出征。
出于安全防护的需要，20 日上午，8 名队
员进行集体理发。

记者在现场看到，男士修剪成清爽的
寸头，女士修剪成刚好能扎起的齐耳短
发，脖颈和鬓角不能扎起的毛发则剃掉。
为了激励自己，呼吸内科护士杨雪主动请
理发师将后脑勺的头发剃掉，剃出自己名
字的缩写字母“YX”，旁边还加上了一道
闪电，希望自己工作的时候雷厉风行。

“接到通知很激动，马上要去武汉和
来自全国的医护人员共同战斗了。”龚建
是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也
是我市本批次援湖北医疗队的队长。收
到集结令后，他在激动的同时也倍感压
力，他说，队员们肩负着全市人民寄予的
厚望，不仅要完成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
更要把所有队员“一个不少、平平安安地
带回来”。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通过
自愿报名、医院遴选，市人民医院迅速组
建起了应急医疗队并随时待命。而此次
出征的 8名医护人员，是医院应急医疗队
中的第一梯队。“当中有我们一线临床的
科室主任，有我们的后备护士长，有表现
非常突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该院
院长冯仕彦告诉记者，出征人员进行集体
理发，一是削发明志，疫情不退、头发不
留；二是有利于自身防护，合理规避被感
染的风险。

市第一人民医院援湖北队员整装待发
准备
就绪

市第四人民医院为出征队员壮行

市人民医院援湖北队员
集体理发

市
人
民
医
院
援
湖
北
队
员
集
体
理
发
。

！
我市第二批援湖北医疗队即将出征

集结完毕 目标湖北

邮车“出征”。

期待
凯旋

飒爽
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