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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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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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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牛肉、禽肉价格小幅下跌，蔬菜、鲜鱼价格略涨。猪肉（一级
后腿肉）零售均价29.56元/斤，较前一日下跌4.5%；猪肉（精瘦
肉）均价 34.36元/斤，下跌 2.3%；精牛肉均价 43.36元/斤，下跌
1.8%；白条鸡肉均价 14.16 元/斤，下跌 4.1%；白条鸭肉均价
13.96元/斤，下跌4.1%；监测的 13种蔬菜均价 3.13元/斤，上涨
1.3%；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鱼均价 10.72 元/斤，上涨
2.1%。

便 民 信 息

春风相伴返岗路

冲锋在前 使命在肩

（上接01版）促进农民工高效求职就业
到岗……一系列组合拳，保障了我市外
出农民工成规模、成批次、安全有序返岗
复工。

2月10日，安岳县组织25名农民工，
坐上开往广东深圳横岗区的专车，奔赴
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这是今年我市

“春风行动”发出的首趟专车。
2月 23日，四川安井食品公司 54名

新入职员工，搭乘两辆“春风行动”返岗
复工专车从雁江前往福建厦门公司总部
培训。这是“春风行动”网络招聘入职的
一批员工。

47 岁的周桂群，雁江区清水镇人。
去年起，她和老公唐忠彬就在山西省清
徐县一家焦化厂建焦炉。她告诉记者，
清水镇在该厂工作的有20多人。2月24
日，政府部门组织的专车开到了他们的
家门口。而这也是资阳市提出的“出家
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的“点对点”

“一站式”服务，避免农民工因换乘交通
工具而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

据悉，截至2月26日，全市已为外出
务工返岗人员发放健康证明 231014张，
开通专车 1158 班运送 23066 人返岗，协
调专列运送688人。

（上接01版）
卧佛镇木门村 7组村民陈元合等 10

余户房屋较为集中，邻里关系较好，加之
子女返乡，相互串门频繁。对此，第一书
记赵纯东组织驻村工作队多次上门宣
传，并教他们使用微信，通过手机视频方
式在家聊天，大大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
险。

“我们通过广播、微信群、面对面等
多种方式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的相关
要求和知识，并对其做好心理疏导。”大
平镇红鹤村第一书记陈利说，经过多次
走访宣传，现在全村老少都非常理解、
支持、配合防疫工作。

多出一份力
践行初心与使命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全县驻村工

作队争当“先锋”，响亮喊出“我是第一
书记”“我是工作队队员”“我是党员”，
在抗疫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是党员，也是第一书记，疫情当
前，我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兴隆镇
大骥村第一书记代小勇报名参加了县
防控疫情志愿服务队伍，负责在县城中
迪尚东购物超市门口防控点开展防疫
工作。像代小勇一样，全县共有 41 名
第一书记、队员主动请战担任志愿者，
在县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的统筹安排下，参与防控工作。

卧佛镇芦龙村第一书记刘渊和妻
子顾娟、南薰镇报恩村第一书记陈洪刚
和妻子邹华、云峰乡平顶山村第一书记
李茂坤和丈夫李刚等“夫妻档”放弃休
假，战斗在脱贫村抗疫第一线。 他们
坚信，只有群策群力守住了“大家”，才
会有幸福安稳的“小家”。

疫情发生以来，为应对各乡镇暂停
赶集活动给村民生活带来的不便，不少
驻村工作队主动出击，在日常工作中注
意了解群众对蔬菜、肉类、米、面、油等
生活物资的需求，定期帮他们采购生活
物资，解决实际困难。“多亏了工作队队
员们，现在我外孙又有奶粉吃了。”兴隆
镇三合村村民杨思宽说。

千佛乡瓦屋村驻村工作队得知村
民种植的新鲜蔬菜因疫情无法外销，驻
村工作队联系帮扶单位资阳师范校和
资阳保安公司组织 89 名干部职工以购
代扶，购蔬菜 2000 余公斤，解决了村民
燃眉之急。

奉献“一份爱”
温情暖心怀

连日来，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工作

队队员坚守在防疫一线，极大影响了
身边干部群众。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
向抗击疫情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靠
拢，奉献爱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瞬间感觉暖心，非常感谢大家的
爱心捐赠。”2 月 7 日，3 辆满载蒜苗、莲
花白、水白菜等蔬菜的小货车驶入县
人民医院。这是卧佛镇大象村和鸳大
镇凤仪村 90 余户脱贫群众自发捐赠给
防疫一线人员的蔬菜。

“在抗击疫情面前，一线人员很辛
苦。”脱贫群众方世英是大象村的蔬菜
种植户。连日来，她通过电视、广播、
手机新闻了解到，这次疫情比较严重，
就萌生了给医务人员捐赠蔬菜的想
法。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让我
们脱贫了，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当
前国家有困难，我们也想尽自己的一
份力。”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2月 25日，记
者来到四川宏泰熊猫专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实地走访了解乐至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情况。

上午 11时许，记者在公司生产厂区
大门处看到，进厂的工作人员须检测体
温、消毒并登记；在生产车间内，工人们
均按照规定佩戴着防护口罩，熟练地焊
装货车、重型汽车、洒水车等专用汽车的
零部件。

据了解，四川宏泰熊猫专用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在 2 月 16 日正式复工前，便
备齐了口罩、酒精及消毒液等物资，确保
公司防疫工作在四月底之前都能正常进
行。同时，为了确保复工复产顺利进行，
宏泰公司目前所有老员工均已返岗。

随后，记者又走进四川联友纺织工
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看到，偌大的细纱
车间内，繁忙的生产线上，多名工人戴着
口罩将一摞摞筒纱放置于细纱机上，车
间内20台细纱机同时运作，紧张而有序。

“从 2月 15日正式复工以来，陆续返
岗的工人有560人，基本上达到了正常生
产所需的 90%，各项生产也已经进入正
轨了。”据介绍，为确保员工安全，公司备
齐了各类防疫物资，每天都要求工人消
毒杀菌及体温检测。在工人就餐方面，
联友纺织公司采取了分散就餐的方式，
即：由伙食团备餐，各工人小组值班长领
取后发放给组内员工，员工们分时段、分
区域隔离用餐。

记者从乐至县经科信局了解到，为确
保企业安全有序开展生产经营，乐至县各

级各部门指导企业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同时研究制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20条
措施，从加大减负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稳岗就业支

持力度等4大方面，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确保全年经济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截至目前，乐至县复工复产工业企业
共计 268户，复工人员 8002人。其中，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65户，复工人
员4626人，复工率100%；规模以下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 203户，复工人员 3376人，复
工率90.2%。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近日，雁江
区保和镇农资经销商朱华超拿到了一
张特殊“通行证”，有了这张“通行证”，
他才能将宾家坳村村民李质刚订购的
春耕农资配送到家。

李质刚今年主要种植玉米、水稻，
需要购买玉米种6斤，水稻种1斤，玉米
用复合肥 160 斤，水稻专用复合肥 50
斤。由于今年的春耕遇上了新冠肺炎
疫情，李质刚不能像往年一样到镇上的
农资经销点购买，只能通过电话订购，
然后由农资经销商配送到家。

保和镇副镇长张逊告诉记者，根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今年全镇凡购
买春耕农资的村民，要先通过电话联系
镇上的农资经销商，告知今年农资需

求，约定配送时间，经销商凭借镇政府
核发的“通行证”，才能将村民预定的农
资送货上门。

据了解，保和镇针对疫情防控和春
耕生产实际，精准掌握村民春耕生产农
资需求量，对全镇 35 家农资门店统一
备货，给 60 余辆农资配送车辆统一核
发“通行证”，为 3600 余户村民配送农
资30余吨。

为保证农资质量，保和镇不定期对
辖区内的农资门店进出货台账、农资价
格、农资保质期等进行抽查，确保农资
无售假情况。

此外，保和镇还抽调 3人成立了农
机维修专班，负责电灌站设备维修和服
务。

本报讯（陈任）近期以来，乐至县
在狠抓疫情防控的同时，创新抓好今年
春蚕生产工作，收到明显成效。

清园保墒。创新线上技术指导模
式，通过微信在线视频、QQ群消息推送
等方式线上指导蚕农进行中耕清除、厢
沟围沟等疏通工作，确保桑园排水通畅、
土壤干燥，有效防止病菌蔓延。截至目
前，已线上培训蚕农 2000余人次，全县
桑园除草面积8万余亩、除草率达85%。

肥桑催芽。安排各乡镇（15 个重
点乡镇）组建工作队对辖区内桑园环境
和桑树生长地形进行再次排查摸底，分
类别建立工作台账，指定技术员线上指
导农户采取沟施、穴施、撒施、根外施等

多种方式开展肥桑催芽工作，已完成桑
园施肥面积3万余亩。

治虫保芽。统筹运用人工捕捉、药
物消杀、地膜覆盖等手段防止桑树虫
害，组织蚕农 4 天开展一次桑尺蠖、桑
毛虫集中捕捉，减少农药污染；精准使
用无害药物灭杀红蜘蛛，对果桑进行地
膜覆盖，有效切断病原物，阻止害虫羽
化出土。截至目前，桑树病虫害春防面
达95%以上。

蚕前消毒。通过短信向全县蚕桑
重点村、示范村、蚕桑新型经营主体定
时推送蚕前消毒信息，指导蚕农对蚕室
蚕具进行深度消毒杀菌，消杀率达
100%。

本报讯（朱国强）当前，安岳县长河
源镇统筹兼顾，在疫情防控力度不放松、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保障
的前提下，加强农业生产物资流通和市
场供应秩序管理，全力推进春耕生产，确
保防疫、春耕两不误。

长河源镇通过悬挂条幅、张贴标语、
发放宣传单、车辆流动宣传和农村广播
等方式，宣传引导农户理性面对疫情，在
全力防疫的同时确保农产品的正常生产
销售和供应，力求将疫情带来的损失降
到最低。

“我们由镇农业服务中心牵头，督促
各农资商店储备春耕生产所必须的化
肥、农药、农膜、种子等农资，以确保春耕
期间农资供应量足质优、不断档、不脱
销，从而维持农资市场价格稳定。目前，
全镇14家农资店共储备种子19吨、农药
2吨、化肥300余吨。”长河源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为避免群众聚集引发交叉感染，镇

政府开启农资配送“绿色通道”，由农服
中心负责统计辖区 14 家农资商店的位
置、联系人电话，并将信息公布到村到组
到户。同时以组为单位统计群众的农资
需求，采取组长代购或农资商店配送的
形式进行农资保障。

“我们把需要的农用物资反馈给组
长，然后组长帮我们去采购，这样农用物
资买到了，我们也不用出门上街，这个举
措非常不错。”蔬菜种植户谢培成对政府
的举措和各级干部的暖心服务赞不绝口。

在解决物资采购的同时，长河源镇还
派出农技服务小分队，到各村组织引导合
作社、种植大户采用就地用工等方式，错
时翻地播种，加强田间管理。今年全镇预
计种植农作物面积约15000亩，其中粮食
面积约12000亩、蔬菜面积约3000亩。

为保护我市天然水域水生生物资源，促进渔业可持
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四川省〈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规定，现就2020年我市境内
天然水域禁渔管理通告如下：

一、禁渔范围：资阳市境内所有天然水域。
二、禁渔时间：2020年3月1日—6月30日
三、在禁渔期间，禁止捕捞作业、游钓和水禽放养，禁

止扎巢取卵、挖沙采石，禁止销售、收购在禁渔期内捕捞
的渔获物。

四、违反禁渔规定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从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在禁渔期间，阻碍、抗拒渔业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厉查处。

六、举报电话：
雁江区农业农村局：028-26920179
安岳县农业农村局：028-24502283
乐至县农业农村局：028-23322132

资阳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2月27日

乐至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规上工业复工率100%

保和镇

特殊“通行证”保春耕

长河源镇

防疫春耕两不误
乐至

狠抓春蚕生产工作

资阳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天然水域禁渔通告

□ 本报记者 蒲敏

近日，记者走访我市教育部门和多所学校了解到，为了确
保师生健康安全，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我市大中小学、幼儿园等
开学开园时间原则上继续推迟。但目前我市各级各类学校的
开学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教育系统：暂不开学

针对家长、学生关心的开学、开校时间，市教育和体育局副
局长曾国锋表示：为确保全市广大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根据
中央有关精神，我市大中小学、幼儿园等开学开园时间原则上
继续推迟。具体时间，将根据全国全省的统一部署，视疫情防
控情况，经科学评估后确定，并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关于家长们关心的因延迟开学而耽误教学时间的问题，曾
国峰表示，将在开校后通过调整周末和暑假的方式来补齐因疫
情耽误的教学。他说：“全市教育系统一定会想方设法，把疫情
对教育教学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学校：多措并举为“开学”提升安全系数

从记者的走访和各个学校反馈的信息来看，目前疫情防控
工作仍是重中之重。

非常时期，各校正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备 84消
毒液、酒精等消毒物资，添置测温仪器、水龙头等设备，开展校
园消毒，不断提升安全系数，提前为后期的开学做好疫情防控
准备。同时，学校和家长积极配合，做好学生返校前的健康登
记、体温测量、去向摸排。

建议：家长要和孩子多沟通交流

部分家长担忧，在开工后无法再对孩子进行有效监督和管
理，尤其在工作时间，形成了孩子“无父母监管”的空窗期。如
何保证孩子的学习自觉和学习效果让他们有些头疼。

针对这个问题，各学校的老师纷纷给出建议：若父母与孩
子分处异地，可增加每天与孩子视频通话、电话交流的时间和
次数，同时与班主任、任课教师保持沟通，分时段监督管理孩子
的生活与学习。若父母与孩子同城，可每晚制定第二日的任务
计划，适当增加亲子互动的时间，多赞美和肯定孩子，真实了解
学生的心理状态，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学校
和老师也将时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对外公布学校心理教师
电话，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及时的咨询。

为确保全市广大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

目前我市暂不开学

近日，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多地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复工复业。那
么，中小学生复学时间能否确定？学校的疫情防
控又该如何开展？如果暂时不能开学，学生在家
又该如何学习呢？即日起，本报将持续推出相关
报道，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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