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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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雁江区中
和镇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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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于 2020年
3 月 9 日至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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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及提交书面申请。资阳市土地矿产交
易中心于 2020 年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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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日 16时（以竞买保证金到账

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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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日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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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8时 30分
至 4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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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3月5日

宗地编号

2020- C-1
2020- C-2

2020- C-3

地块位置

中和镇中和村10社
中和镇中和村

中和镇中和村8社、明
月村4社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

21326.31
13583.02

25633.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1.0

≥1.0

建筑密度
（%）

≥30
≥30

≥30

绿地率
（%）

≤20
≤20

≤20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起始价
（万元）

578
369

695

保证金
（万元）

289
185

35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资自然资告〔2020〕3号

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

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无不良违法犯罪记录；
3、爱岗敬业，有责任心，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4、服从医院安排，能按时准确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5、身心健康。

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资阳市雁江区大东

街 114号（原计划生育指导站）507
办公室，联系人：周老师。

2、网络报名：个人简历（含个人
基本情况、近期照片、相关证件扫描
件等）以Word 形式发送至 QQ邮
箱：10884327@qq.com，并备注好
应聘的岗位。

报名时间：
从即日起至2020年3月15日。

岗位类别

临床医师

临床医师

麻醉医师

医学检验

临床药学

产前诊断

护理

超声影像 3

需求人数

5

15

2

5

2

3

40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2.有妇产超声、产前诊断经验。

任职条件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中医类妇产科、不孕不育、儿科、妇科相
关专业；
3.西医类妇产科、不孕不育、儿科（呼吸）、
儿保、新生儿相关专业；
4.具有医师资格证。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临床医学相关专业；
3.中医类妇产科、儿科相关专业；
4.西医类妇产科、儿科相关专业；
5.放射类相关专业。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临床医学相关专业；
3.麻醉学相关专业；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医学检验相关专业；
3.具有初级职称。

1.全日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药剂相关专业。

1.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遗传学相关专业。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有护士资格证。

其他条件

1.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优先并享受相
关政策补贴。

1.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优先并享受相
关政策补贴；
3.具有医师资格证可放宽学历条件至大专。

1.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优先并享受相
关政策补贴；
3.具有医师资格证可放宽学历条件至大专。

1.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学历至本科。

1.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药师资格证优先。

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招聘启事
因医院发展需要，诚向社会招聘以下工作人员：

片区停气通知

城区各用户：
因天然气工程施工需要，拟定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

13：30-17:00在和平路以东片区范围内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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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4日

市发展改革委对资阳市主城区价格监测：3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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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
小幅下跌，禽肉、蔬菜、鲜鱼价格持平。猪肉（一级后腿肉）零售均
价 28.16 元/斤，较前一日下跌 2.1%；猪肉（精瘦肉）均价 32.96 元/
斤，下跌 0.6%；精牛肉均价 42.36 元/斤、白条鸡肉均价 14.36 元/
斤、白条鸭肉均价 13.76元/斤、监测的 13种蔬菜均价 2.83元/斤，
与前一日持平；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鱼均价 10.54元/斤，
与前一日持平。

便 民 信 息

3月4日我市主城区
禽肉蔬菜价格信息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2 月 27 日，我市 5 名援建武汉雷神山
的志愿者医学隔离期满，顺利回家与家人
团聚。2月28日，记者探访了其中3名志愿
者，听他们谈支援武汉的经历和感受。

何忠
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虽然已解除隔离观察，但何忠还坚持
主动在家继续隔离，顺便陪陪家人，为妻子
分担家务。

回想起援建雷神山的那几天，何忠说：
“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我们是 2 月 8 日凌晨到达的，早上 7
点吃了早饭就开始工作。为了把一号区域
抢建出来，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半。除了
吃饭，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回忆当时的状
态，何忠笑呵呵地说：“当时真的是靠到哪
儿都能睡着。”

此次援建雷神山，何忠最大的感触是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有国家才
有小家。”他说，以后如果国家需要，他依然
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老了后，回忆起这
段援建经历觉得是人生很光辉的一笔。”

李华才
为参建“中国奇迹”感到荣幸

李华才是一名退役军人，在这场抗
“疫”中，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退伍不褪色
的优良作风。“说不怕死那是骗人的，但是
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站出来。”李华才说，自
己是退役军人，肩上担负着责任和使命，

“国家有难，必须冲在第一线”。
最初，妻子并不支持李华才去武汉，但看

到很多人都挺身而出，妻子妥协了。为了让妻
子安心，李华才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在世界上又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其
他国家要两年才能完成的，我们中国 10天
就基本完成了。”李华才说，自己作为参建

“中国奇迹”的一份子，感到非常荣幸。

杨勇军
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见到杨勇军时，他正在准备作午饭。

杨勇军说，妻子是河南人，不擅长做川菜，
这几天在网上学习了红烧肉的做法，便想
着做给家人吃 。

提起杨勇军支援武汉，妻子李银花眼
里噙满泪水。“为了安全、为了生命，大家都
待在家不出门，他还非要去那边支援。”李
银花说，自己当时很矛盾，担心丈夫会被感
染，后来想到自己是军人家庭，便转而支持
丈夫去武汉了。

“这辈子确实大的能力没得，就是想给
娃娃做个榜样。”杨勇军说。

出发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亲戚朋友
纷纷给他加油鼓劲。当他回到家时，通过
朋友圈报平安，还收获了粉丝，儿子的同学
给他留言：“辛苦了，杨叔叔！你是我的偶
像”。妻子也为他感到骄傲：“虽然平时我
没有说出口，但内心真的为他感到自豪和
骄傲。”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这些菜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太可惜
了，看着心痛……”疫情期间，面对大批待销的农产品，雁江区临
江镇党委政府积极应对，推出了农产品“互助互销”模式，很好地
解决了村民的难题，实现抗疫助农两不误。

据了解，该镇种植大户通过与商超对接，销售渠道相对稳定，
存在销售难题的主要群体是种植散户。平时散户都是自产自销，
把农产品拿到市场售卖，现在禁止赶场了，农产品无处可销。“疫
情期间各村都在实施集中采购，为什么不就地购销本地产品呢？
这样村民也不用愁了。”该镇党委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出谋划策。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在全镇试行农产品“互助互销”模式。

很快，太子村、先锋村开始了试点：由村两委对各组种植较
多、规模较大的待售蔬菜及肉类信息进行收集，然后在各村微信
群内进行销售。太子村联系本村屠户，对农户养殖的生猪进行收
购，并在各村进行售卖，让负责集中代购的人足不出村就能买到
猪肉。

按需供应、互通有无，邻里守望、鼎力相助。就这样，农产品
“互助互销”模式很快在该镇得到推广。从各类蔬菜、猪肉等生活
用品，再到春耕春播所需的蔬菜种苗，大家都通过全镇微信群发
布信息，得到了村民们的积极响应。“目前，先锋村自育自售的蔬
菜苗销售得很好！”

一名村干部表示，通过互助互销，一方面满足群众日常生活
所需，另一方面为种植散户的蔬菜、蔬菜苗找到销路，很好地解决
了村民的燃眉之急。

本报讯（贾林虹 记者 杨佳鹭）当前，随着各行各业有序复工
复产，社区申报健康证明的人越来越多，疫情防控任务也变得艰
巨。为助力人群有序候检，减少人员接触，资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实行“一米红色安全线”“人工排号”“多窗口办理”等多项措施。

“因为爱你，所以离你一米远。保持安全距离，共同筑起疫情
防控的安全线。”进入中心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灰色地砖上多出
的“红线条”，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倡导群众“保持一米安全距
离”，让“一米线”成为疫情防控期文明习惯的举措。

“‘竖线’是为了分离就医群众与申报健康证明的群众；‘横
线’按照一米间距设置，为了分离申报健康证明的候检群众，使他
们能保持安全距离，减少接触传播风险。”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人说。

此外，为了分散人流，在没有电子化信息系统支持下，该中心
预检分诊台开启了“人工排号系统”，成为分流申请办理健康证
明人群的第一关口。在检测完群众体温后，一个个自制的数字
编号，按照人员到达先后发放到群众手中，让他们分散等候，再
由医务人员喊号排队，既减少了人员聚集，又防止了因插队引发
的纠纷。

本报讯（记者 郭菁）自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者、民警等坚守抗“疫”一线人员令人感动。最近，雁城各服务行
业，用免费服务的方式回馈坚守者，助力抗疫。

“看到最近一些市民戴口罩导致皮肤过敏，我就想用美容技
术为医护人员免费清洁皮肤，为抗疫尽一份力。”3月 2日，万达
金街某美容店老板为一位刚从抗疫一线轮换下来休息的护士提
供了免费服务。此举，让这位因长时间戴口罩导致皮肤长痘的护
士充满感激。

3月 4日，雁城芭蕉林小区外一洗车店挂出横幅，为援湖北医
务人员免费洗车一年，并在疫情期间给所有抗疫一线工作者洗车
打 6.8折。洗车店老板说：“在这场疫情当中，很多逆行者舍小家
为大家，我也想借此回馈社会，出一点力。”

连日来，主动提出为一线人员义务或者优惠服务的还有奶茶
店、餐饮店、健身房等，并有更多商家正在陆续加入这支队伍，他
们用实际行动为抗疫人员点赞。

农产品互助互销
抗疫助农两不误

资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米红线”
划出疫情防控安全距离

你在“疫”线坚守
我用服务“点赞”

我市援建“雷神山”志愿者解除隔离，他们说——

援建经历是人生光辉的一笔

李华才给家人做饭。何忠辅导女儿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