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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我市主城区
禽肉蔬菜价格信息

市发展改革委对我市主城区价格监
测：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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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肉、鲜鱼价格略降，鸡肉价格略涨，牛肉、
蔬菜价格持平。猪肉（一级后腿肉）零售均
价 27.66元/斤、猪肉（精瘦肉）均价 31.46元/
斤，较前一日分别下跌 0.4%、0.9%；精牛肉
均价 42.16元/斤，持平；白条鸡肉均价 14.26
元/斤，上涨 2.1%；白条鸭肉均价 13.56 元/
斤，下跌 1.5%；监测的 13 种蔬菜均价 2.83
元/斤，持平；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
鱼均价 10.08元/斤，下跌 1.8%。

（一）
停电时间：2020年 3月 24日 7时 00

分—2020年 3月 24日 19时 00分
停电线路：10kV迎焦线全线
停电原因：35kV迎接变电站：10kV

迎焦线_1.线路检修、通 道 清 理 及 消
缺。 2.核定柱上开关及用户侧开关
定值。

停电范围：公变：10kV迎焦线牛藤
1 社、2 社、3 社#1、3 社#2、4 社、5 社、
10 社、11 社、12 社、13 社、14 社台变、
10kV 迎焦线书青龙 1 社台变、10kV 迎
焦线前丰 1 社、7 社#1、7 社#2 台变、

10kV迎焦线焦柏 1社、7社#1、7社#2、8
社台变、10kV迎焦线迎接场镇#1、迎接
场镇#2、迎接场镇#5 台变四川省资阳
市雁江区中和镇：雷庙村 1-8社、10社
等用户停电。

专变：10kV 迎焦线乐意幼儿园专
变、10kV 迎焦线迎接镇卫生院专变、
10kV迎焦线资阳市雁江区松达回收站
专变、10kV迎焦线迎辉面条专变、10kV
迎焦线泓润建筑#1专变、10kV 迎焦线
泓润建筑#2专变、10kV 迎焦线成利工
贸专变、10kV 迎焦线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资阳市分公司（牛藤 1社）专变、

10kV迎焦线资阳市本源建材有限公司
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永盛牧业有
限公司专变、10kV 迎焦线迎接中学专
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实惠燃气有限
公司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实丰裕
自来水厂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公
安局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雁东建
筑专变、10kV 迎焦线迎接场镇铁塔基
站专变、10kV 迎焦线金源机械制造专
变、10kV 迎焦线伟达机械专变、10kV
迎焦线隆华铸造#1专变、10kV 迎焦线
隆华铸造#2专变、10kV 迎焦线中国十
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专变、10kV 迎焦线
兴源石材专变、10kV 迎焦线能威再生
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迎新农副产
品加工厂专变、10kV 迎焦线四川省第
六建筑有限公司箱变、10kV 迎焦线重

庆建工集团四川遂资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牛藤 50）箱变、10kV 迎焦线中铁六
局专变、10kV 迎焦线资阳市雁江区交
通运输局箱变、10kV 迎焦线中铁十五
局#1箱变、10kV迎焦线中铁十五局#2
箱变。

（二）
停电时间：2020年 3月 20日 8时 00

分—2020年 3月 20日 19时 00分
停电线路：10kV大和线 1#杆#1开

关后段线路
停电原因：大腰站：10kV大和线_1.

线路检修、通道清理及消缺，1-47#杆、
裕通支线线路检修、通道清理及消缺。
2.核定柱上开关及用户侧开关定值。

停电范围：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中
和镇：干沟村、红光村等用户停电；

丹山镇：五龙片区，裕通片区等用
户停电。

中和镇：干沟 12.13 社台变、干沟
17.18 社台变、干沟 19.20 社台变、干沟
4.11社台变、干沟 5.10社台变、干沟 8.9
社台变、干沟村 1.2.3 社台变、干沟村
14.21 社台变、干沟村 15 社台变、干沟
村 16 社台变、干沟村 6.7 社台变、红光
1.2 社台变、红光 10.11 社台变、红光
12-14 社台变、红光 16-17 社台变、红
光 3 社台变、红光 4.5 社台变、红光 5.6
社台变、红光 7 社台变、红光 8.15 社台
变、红光 9.12社台变、干沟移动基站、四
川省水利工程公司。

丹山镇：五龙片区，裕通片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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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谢易松）为进一步加强我
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工作，督促特种
设备相关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效防
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市市场监管局

“五结合”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400余
人次，检查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 140余家次，发现处理安全隐患 50余
处，立案查处 5 家，进行电梯维保单位
维保质量考核 30家。

把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与节假

日和重大活动保障工作相结合。针对
“元旦”“春节”等节日，对超市、高铁
站、气瓶充装站、医院、住宅小区等重
点场所进行节前安全检查，保障节假
日期间特种设备安全。

把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与电梯
安全工作相结合。开展电梯维保质量
信用等级评价，根据考核结果，在次年
度对电梯维保单位进行分类管理，着
力提升全市电梯维保、运行质量。

把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与“冬

安”暗访暗查工作相结合。对我市部
分气瓶充装单位、大型游乐设施使用
管理单位、压力管道制造单位等重点
特种设备单位进行检查，督促相关单
位落实安全责任，完成隐患整改。

把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与危化
品特种设备专项检查相结合。采取使
用单位自查自纠和监管部门督促检查
的工作模式，重点对液化石油气充装
单位、涉氨企业等开展专项检查，督促
相关单位按照特种设备技术标准，修

订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提高
自身设备安全管理水平。

把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与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相结合。加强疫情防
控期间电梯消毒、安全使用宣传、维护
保养工作，强化对医疗机构、隔离场
所、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仓储企业、复
工复产企业特种设备检查，督促指导
相关单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为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特种设备安
全保障。

强化特种设备安全集中整治

本报讯（石科俊 刘春）近日，四川
省市场监管局通报了 2019 年全省专
利行政执法案件数量，其中，我市 2019
年共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234 件，比
2018 年增加了 214 件，排名从全省第
十六位提升到第六位。

2019 年，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
工作机制，强化专利行政执法能力，深
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行动，建立
信息交流群 2 个，确定全市知识产权
维权重点关注企业 110 户、政企联络
员 93名；指导企业完成核心技术专利
保护申请；加强对基层专利执法工作
指导力度，以理论讲授结合现场教学，
组织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培训，提升一
线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定期或不定期

了解基层工作动态，及时解决基层执
法人员案件查办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收集近 2 年全市企业专利申请代
理合同 53份，反向摸排专利代理违法
线索，充分发挥基层监管所、12315 投
诉举报平台作用，全面加强专利侵权
线索排查处置；充分利用成德绵泸眉
资六地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备
忘录》优势作用，快速交换案源信息、
统筹调度执法人员。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
强化执法力度，创新执法思路，提升执
法质量与效率，继续推进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建设，启动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为资阳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与服务。

我市去年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全省排名第六

本报讯（赖美西 刘春）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先后前
往安岳、乐至、雁江检查“春雷行动 2020”知识产权执
法行动开展情况，分析解决知识产权案件办理中存在
的问题，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执法工作。

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各县（区）关于知识产权
保护执法行动工作开展情况、亮点工作及存在问题的
汇报，充分肯定了各县（区）前期工作，介绍了我市知
识产权保护执法行动整体情况，并指出目前工作薄弱
环节及对策。同时，结合《专利行政执法操作指南》

《四川省专利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对案件编
号、证据固定使用、办案文书运用等工作的规范性操
作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解决基层
执法人员在案件查处技巧、法条运用等方面的困难。

检查组指出，要加强学习，适应新形势，大力推进
知识产权执法行动，完成行动方案部署的各项任务；
要转变执法理念，创新执法方式，强化执法能力，进一
步提升知识产权执法效能；要加大宣传力度，曝光典
型案件，培育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本报讯（高宇明）近日，我市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申报的《黄精、栝楼
立体高效栽培模式研究项目》获四川
省科技厅立项批准。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研究川产道
地药材的科学高效种植和产地加工，
拟在辖区内建设示范基地和产地加工
基地，守正创新对药材套种模式下土
壤、密植、肥料、浇灌、病虫等开展研

究，开发节能、环保、保证药材质量的
加工方式，建立黄精、栝楼规模化规范
栽培标准和川产道地药材产地加工规
范。其成果能够解决家种生产粗放落
后的问题，提高中药材种植户、专业合
作社和生产企业的种植加工能力，实
现中药材质量和产量的双提升，打造
道地药材特色经济，促进中药材产业
成为资阳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我市食药检中心一科研项目
获省科技厅批准立项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执法

日前，我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员前往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指导
申报首届“四川省天府质量奖”相关工作。据悉，天府质量奖是目前我省
规格最高的质量奖项，主要授予质量管理成效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全省具有标
杆示范作用的组织和个人。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祝你早
日康复，尽快回家团聚！”“‘女神’节
快乐！我们一起加油战胜疫情！”3月
8 日上午，驰援湖北的资阳市第二批
医疗队（隶属四川省第九批援湖北医
疗队）成员为武昌医院重症A区的医
护人员及每位患者送去鲜花和祝福，
共庆“三八”妇女节。

“武昌医院的医护人员十分辛
苦，而且很多病人住院时间长、压力
大，所以我们就想借妇女节，为他们
送上鲜花，加油鼓劲。”资阳市第二
批医疗队成员陈玲告诉记者，收到
礼物后，大家都非常感动。一位患

者阿姨边流泪边说：“你们这么远来
帮我们，应该是我们给你们送花，没
想到你们反而给我们送花，真的太
感激啦！”另一位卧床的大爷因为身
体原因无法说话，便一直拉着陈玲
等人的手，深深地凝视她们，久久不
愿放手。

“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迎来曙
光，我们也是想借这个寓意，祝福病
人早日康复。”陈玲如是说。

据悉，7日晚 8时许，资阳医疗队
成员在“云聊天”中倡议给武昌医院
的医患送鲜花，队员苏亚苹便通过外
卖平台与 10 余家鲜花店联系。由于

缺货，加上时间太晚，只有一家花店
愿意供货，但需要自提。然而，在得
知购买鲜花的是前来支援的资阳医
疗队，并且是为了给武昌医院医护人
员和患者送花后，花店店主十分感
动，连声道谢，并主动帮忙寻找配送
员，且自己承担了一半的配送费。

8日凌晨 1点，鲜花送到，队员们
纷纷在卡片上写下温馨的祝福语，
画上可爱的简笔画，并由 5 位队员
代表录制视频，为大家加油助力。
待一切准备就绪，已经凌晨 2 点过
了。虽然十分疲惫，但大家内心暖
意融融。

武昌医院

我市医疗队为医护人员和患者送鲜花送祝福
□ 罗鑫 本报记者 徐嘉欣

在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
巾帼先锋，乐至县的志愿者王丽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
一名离开部队近20年的退役军人。

1月 31日，乐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号召组织全县退
役军人踊跃参加退役军人战“疫”志愿服务队，王丽萍第
一时间报名。家人得知后非常担心，希望她能利用春节
在家多陪陪家人，心疼她的母亲也劝她多考虑考虑。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是我们退役军人的本
色，‘若有战、召必回’，也是我们当初退役时许下的诺
言。”王丽萍说，现在是国家和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必
须义无反顾站出来。

王丽萍和战友们一道克服物资保障不足、天气寒
冷等困难，每天坚守在抗疫一线，积极协助社区开展入
户摸排、出入登记、体温测量、健康证办理等工作，每天
从早晨 7点忙到晚上 7点，从未间断。

在岗位上，她时刻践行着军人本色。2 月 17 日早
上 7点左右，王丽萍刚到迎宾花园小区执勤点位，还没
有来得及把登记册摆放好，一辆电瓶车从小区内急驶
而来。远远望去，驾驶员并没有戴口罩。王丽萍和另
外一名志愿者见状，急忙挥手示意骑行者停车接受检
查，可是电瓶车车速丝毫未减，直接冲出了小区。王丽
萍见状奋力追赶，追出去 200 米后，不小心摔倒在地
上，两个手掌被刮伤，而电瓶车却加速消失在了街角。
和她一起执勤的志愿者劝她：人都跑出去了，没必要追
了。王丽萍却说：“为了小区群众的安全和健康，我还
是要尽力摸清楚这个人是谁，告诉他必须遵守要求和
规定，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才行……”

在开展防疫工作之初，王丽萍经常遇到一些不支
持、不配合的群众，甚至还要面对谩骂，但她毫无怨言：

“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但我们一定会战胜它，疫情
一日不解除，我们一日不撤退！”

基层抗“疫”一线

“退役军人之花”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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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父母眼中的心肝宝贝；她们，是孩子眼中的慈祥母亲；她们，是丈夫眼中的温柔贤妻…… 然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她们转身成为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她们纷纷请战，或奔赴一线，或坚守基层，用无私
无畏展现女性风采，以担当作为贡献巾帼力量。这是一个平凡的“三八”妇女节，这也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三
八”妇女节，这个节日，因这些勇敢、无畏的女中豪杰而更加熠熠生辉。

春意盎然的三月，“三八”国际妇女节如期而至。这一
天，不少女同胞都收获着祝福，享受着节日的温馨。但也有
一些女同志坚守岗位一线，用无私奉献诠释着“三八”节的
特殊意义。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妇女节里最美的身影

雁江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女性民警收到男同事送的鲜花。

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制管一分厂操作女工坚守岗位。

资阳市中医医院女性医务工作者与患者交谈。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妇女撑

起半边天，半多医者女性占。家里家
外露好手，关键工作不掉链……”3月
6日，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
在汉阳方舱医院参与救治的资阳市
人民医院院长助理、药学部主任杨勇
利用休息时间，创作了一首名为《巾
帼倾城》的诗，向坚守在一线的女性
医护人员致敬。

“女性医务人员来前线后，不管
在生理上还是精神上，承担的压力

都比我们男性更多，她们确实太辛
苦 了 。”杨 勇 告 诉 记 者 ，他 之 前 看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一线女性
医务人员在疫情前后的对比照，看
到平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性们因
为长时间佩戴口罩导致面部变形、
过 敏 ，甚 至 溃 烂 ，内 心 深 受 感 触 。
尤其是看到她们剃掉头发、咬牙克
服生理期疼痛等新闻报道后，更是
对她们充满敬佩之情。因而，当自
己所在的全国支援湖北药师群里有

人倡议给新来湖北支援抗疫的女性
药师们一个节日问候时，他便萌生
了为女性同胞尤其是女性医务人员
写诗的想法。

“这是我第一次写诗，水平有限，
诗的内容以节日、疫情、女性医务人
员为要素，我只是希望把内心的真实
感受表达出来，向她们致敬。”杨勇
说，虽然一线的女性医务人员面部被
口罩遮盖，但她们的善良、勇敢和美
丽是遮不住的。

汉阳方舱医院

资阳男药师写诗致敬女性医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