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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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17日24时，我市
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
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
告病例密切接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
室 电 话:26755783 26600171
(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
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
在村（社区）公卫人员指导下
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本报讯（谢宗兵）3 月 18 日，记者在安
岳县城中央时代广场、西大街、铁西街等地
看到，中餐、火锅、汤锅、面馆、小吃店等已
有序复工营业。

“今天终于可以吃心心念念的火锅了，
一定要好好地打一顿牙祭！”在时代广场九
格子老火锅店，谢女士兴奋地说。

笔者在这里看到，一个小型吧台被设
置成为临时体温监测点，这里是顾客进店
的第一道关口。工作人员在这里为顾客测
体温、消毒、登记信息，各项工作十分流畅。

“复工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了餐
饮业负责人培训，要求大家在保持疫情防
控意识不松懈、保证顾客健康的前提下，有
序复业开展经营活动，满足市民就餐需
求。”九格子老火锅店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为促进餐饮经营场所安全有
序复工营业，安岳县印发了《安岳县餐饮经

营场所安全有序复工营业指南》，督促餐饮
企业制定店内餐饮服务规范，严格做好从业
人员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明、必须进行岗前防护技能培训、每天早中晚
三次测量体温并对外公示。严格管理就餐
行为，督促做好就餐人员体温监测，减少现场
就餐密度，餐桌间直线距离不低于1米，同时
接待客人数不超过总座位数的30%，顾客单
次用餐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倡导刷卡支
付、移动支付等无接触结算方式。

截至目前，全县餐饮经营场所复工复
产 1689家，复工率 77.9%。

安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除复工培训外，该局近期正组织力量对
县城辖区内的餐饮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目
前已派出执法人员 160余人次对辖区内的
复工餐饮企业进行巡查，重点巡查消毒工
作是否彻底、人员健康管理是否真实有效、

食品采购储存加工是否规范、防控物资准
备是否充足等内容。

又讯（谢思宇 罗亦）3月 16 日，笔者在
乐至县城看到，很多中餐、火锅、小吃店
已有序复工营业，门口醒目位置张贴着

“请佩戴口罩 请测量体温”的温馨提示，
工作人员要对进入店内的顾客进行体温
监测、消毒。

“差不多两个月没在外面吃饭了，这家
馆子环境干净舒适，以前经常来吃，应该很
安全。”在一家名为“石器江湖菜”的饭店，
市民韩女士一家三口正在点餐。

店内依稀可以闻到淡淡的消毒水气
味。饭店经理介绍，他们每天会进行两次
以上全面消杀，员工必须持健康证明上岗，
并佩戴好口罩，每日上班、中午、下班都要
进行体温监测。客人进店前要进行体温测
量并登记个人信息，就餐时隔桌隔位，严格

控制上座率。
“还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需要使用公

筷。”相比以往的就餐体验，韩女士说，“虽
然有点不习惯，但为了健康，还是能接受。”

据了解，为促进餐饮经营场所安全有
序复工营业，乐至县印发《乐至县餐饮经营
场所安全有序复工营业指南》，督促餐饮单
位制定店内餐饮服务规范，严格做好从业
人员管理：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健康
证明、必须进行岗前防护技能培训、每天早
中晚三次测量体温并对外公示。严格管理
就餐行为，督促做好就餐人员体温监测，减
少现场就餐密度，餐桌间直线距离不低于
1 米，同时接待客人数不超过总座位数的
30%，倡导一人一桌用餐，顾客单次用餐时
间控制在 1小时以内。

截至目前，乐至县餐饮经营场所复工
复产 810家，复工率 76.6%。

本报讯（记者 蒲敏）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
将通过开展七大行动，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这七大行动
分别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行动”“化肥农药减量行动”“废弃包装
物回收行动”“绿色水产养殖行动”“秸秆综合利用行动”“耕地质
量提升行动”“农村厕所革命行动”。

据介绍，七大行动将紧紧依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禁限
用农药专项整治”“开展生物降解膜等试验示范”“积极推进生态
健康养殖”“扩大产业化利用秸秆规模”“推进耕地土壤质量分类
划定”“村推进‘厕所革命’示范村建设”等具体措施，扎实推进和
强化绿色发展，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贡献资阳农业力量。

我市将开展七大行动
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3 月 18 日，市妇联召开四届四次执委
会议，选举李一兵为市妇联主席，替补选举执行委员一名，增补选
举执行委员一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周密，副
市长许志勋出席会议。

周密代表市委向新当选的市妇联主席和两名执委表示祝贺；
对去年全市妇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在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全市各级妇联组织认真组织、广泛动员，广大妇女积极
响应，为全市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密指出，全市各级妇联领导班子和妇联干部要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妇联工作，调动广大妇
女参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女第一书记、
女致富带头人等“领头雁”作用，引导广大妇女投身发展、改革、稳
定的第一线；要通过立体化、多层面的组织体系把广大妇女凝聚
起来，让广大妇女在身边就能找到妇联组织，增强妇女群众对妇
联组织的信任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妇女防疫生产两不误，加快复工复产，
为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贡献巾帼力量。

市妇联召开四届四次执委会议 安岳乐至餐饮业复工超7成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3 月 18 日，2019 年度全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协商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王海波向党外人士代表通报相关工作。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周密主持会议并讲话。

听取通报后，与会代表结合各自所联系的方面以及自身工作
实际，对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协商并积极建言。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定期向党外人士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是市委加强政党协商、接受民主监督、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和新要求，与会代表要进一步发挥特色优势作用，整合各方
资源，充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中共党委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诤言、献良策。当前，落实好全市党风廉政建
设社会评价工作会议精神是一项重要工作，大家要在各自联系领
域领会好、宣传好会议精神，要围绕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突出
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及时有效解决群众诉求。要引导群众正确看
待资阳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事业改善中的问题，进一步理顺情绪、
凝聚人心、同心发力，朝着升位目标共同努力。

无党派人士代表、副市长周齐铭，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主委、
市政协副主席刘廷安，市工商联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孙军，各民主
党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参加会议。

市委向党外人士代表通报2019年度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明）3 月 18 日，记者
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获悉，19日起，
该局将在市城区内实施“五允许”举措，
允许企业和经营者可在有限范围和时限
内进行占道经营、越门经营，共享单车可
临时扩大停放区域等，妥善处理好“民
生”与“营生”、“市容”与“繁荣”的关系，
全力助推城市经济复苏。

“五允许”举措具体包括：允许在背
街小巷临时限范围占道进行贩卖经营；

允许背街小巷临街店铺临时限范围越
门经营；允许背街小巷临街商家在门店
外临时限范围摆放促销宣传品，招揽顾
客，设置货物临时堆放点、顾客临时等
候区、就餐坐席；允许大型商场在商场
红线范围内临时开展占道促销活动；允
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临时扩大停放
区域。

据悉，这一举措执行时间将根据疫
情适时调整。

（上接01版）
2 月 28 日，重庆两江新区和四川天府

新区也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首次联席会
议，双方将合作打造西部内陆开放门户；3
月 1日，川渝正式建立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有序推动川渝两地复工复产，将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川渝交通部
门也已在推进互联互通方面达成合作协
议；川渝毗邻地市（区、县）也正在积极对接
合作事宜；四川省今年 700个重点项目中，
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的项目有
650多个，总投资近 3.7万亿元……

嗅觉敏锐的企业，也正在积极布局，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机遇。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提出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
有限公司带着近 200项创新专利落户渝西
小城荣昌。3 月 12 日，德力玻璃总投资 30
亿元的荣昌工厂正式开工建设。

“四川和重庆都是我们的重要市场，选
择地处成渝中间地带的荣昌，正好能兼顾
川渝两大市场。”德力玻璃副总裁张达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必将为企业

拓展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另外，德力玻璃也看好成渝地区地处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的区位
优势。“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
金水道等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通道，非常
有利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张达说。

车辆穿梭、塔吊林立……记者在四川
遂宁高新区内看到，20 多个项目正在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总投资 60 亿元的上达电
子（遂宁）产业基地项目首条生产线将于今
年底试生产。

“重庆、成都都是西部电子信息产业聚
集地，我们的客户主要是成渝两地的电子
制造企业。”上达电子董事长李晓华说，四
川遂宁和重庆潼南将共建川渝毗邻地区一
体化发展先行区，企业落户成渝中间地带
的遂宁市，是走了一步“先手棋”。

重庆、四川党政主要负责人表示，川渝
将通过协同发展把中央战略要求转化为工
作机制、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合作项目和
具体事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开好局、起好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启动键”

（上接01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
保市委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
行。要持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严明纪
律强化制度执行，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
风，全力做好社会评价工作，持续抓好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做好巡视“后半
篇”文章，解决“四个不适应”问题，推动
解决发展和民生领域问题，巩固发展风
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落细落实“两个责任”，自觉把接受
市委巡察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齐心协力推动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取
得实效。

会后，还开展了机关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专题培训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安维宁主持会议；副主任王存志、陈鸿、
雷明、吴水波，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特事特办”彰显执法温情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资阳这

座城市几近停摆，经济也随之下滑。据统
计，在疫情期间，超七成的餐馆营收遭受损
失。当前，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的趋势下，恢复业态、唤醒城市，为城市注
入活力，是当务之急。

非常时期，应有非常之策。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的“五允许”举措，能为商家

提供更大的经营空间，也为有需求的市民
提供了便利，还可以打破城市的寂静，还城
市以烟火气。

从曾经禁止占道经营，到如今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特定
形势下，允许有限占道经营，虽是一时之
策，但也体现了主管部门在执行市委、市政
府复工令的过程中，用心帮助经营者渡过
难关的温情执法。有这温情，城市经济复
苏便指日可待。

雁城实施“五允许”举措助推城市经济复苏
今起雁城经营者可在有限范围和时限内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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