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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工影响天气条例》和《四川省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资阳市地方气象服务中心人工影响天气办
公室将适时组织辖区内县（区）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队，在适宜的气象条件下，用车载火
箭等装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区域：资阳市行
政辖区范围内。

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装备类型：
BL-1型车载火箭及火箭弹。

三、作业过程中出现故障弹药的处理
在资阳市行政辖区内活动的任何人，

无论在任何地点发现未爆炸的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炮弹或火箭弹残余，请立即报告发
现地派出所或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由专
业技术人员前往处理。不得擅自捡拾、摆
弄或拆卸。凡未报告，擅自处理造成意外
伤亡事故的，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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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地方气象服务中心关于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3 月 18
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
贯彻全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和省、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脱贫攻
坚工作责任感紧迫感，要在做好常
委会“一要点五计划”有关工作的同
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
众优势，扩大脱贫攻坚决胜期工作
的知晓度，增强脱贫致富信心和紧
迫感，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形成万
众一心攻克“硬骨头”之势，以更大
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作风把各项工
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坚决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面胜利。要扎实深入开展

“四大专项行动”，在“两不愁三保
障”再排查行动中，落实“一户一户
过”要求，在项目资金管理清查中，
搞清楚有什么项目、有哪些资金，确
保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在政策落实清理行动中，要全面清
理应享受而未享受、不应享受而享
受的情况，确保脱贫攻坚政策账实
相符；在责任和工作落实行动中，要
挨村挨户完善帮扶方案、细化工作
台账，落实具体责任人。同时，要充
分保证干部力量，督促帮扶单位集
中抽调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共同参
与，帮助群众做好春耕生产和返岗
就业，彻底摸清静态和动态的家底，
把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彻底解
决，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维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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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吴双桂）关刀桥水库工程
体系是市重点项目之一，自开工以来，
工程建设进度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该
工程何时能达到蓄水条件？近日，笔
者前往安岳县横庙乡关刀桥水库枢纽
工程现场进行了解。

关刀桥水库项目，由水库枢纽工
程和灌区渠系工程两部分组成。在施
工现场，笔者看到，大坝上、下游坝面
护坡和坝顶工程的路面、路灯、防浪墙
等附属工程均已完成，水库的大坝工
程已经全面完工。

据施工单位工程部负责人邓刚介
绍，大坝坝长 244 米、坝高 50.8 米，由
13 个分部工程组成，现已全面完工。
除此之外，放空导流洞单位工程、溢洪
道单位工程、取水洞单位工程的建设
内容也已全面完成。

“关刀桥水库建成运行后，灌区范
围农业灌溉用水将得到保障，能有效

促进相关乡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
民持续增产增收。同时，农村人畜供
水及乡镇供水条件也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项目相关负责人陈小兵介绍，目
前，关刀桥水库枢纽工程已全面完成
建设内容，达到设计规模，计划今年 6
月完成水库下闸蓄水验收。

据悉，关刀桥水库是毗河供水二期
工程的囤蓄水库之一，该工程水库枢纽
为三等工程，工程规模为中型，坝址区
主要建筑物的级别为3级，次要建筑物
为4级。该水库正常蓄水位319米，校
核洪水位 319.95 米，水库总库容 5995
万立方米，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5587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3817万立方
米，死库容1770万立方米。

关刀桥水库枢纽工程全面完工
计划6月下闸蓄水

四川日报讯（记者 石小宏）3 月 18
日，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所有在川

居民可在线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申
领“防疫信息码”，作为在全省的交通卡
口、居住小区、园区、工厂厂区、商务楼
宇以及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医疗卫生机
构（发热门诊、定点收治机构除外）、电
信银行服务网点等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的通行凭证。

对来自与我省签署健康申报证明
（健康码）互认协议的广东、浙江、重庆、
云南、江苏、海南、贵州、福建、上海、山
东 10 省市人员，持有当地“健康码”或

国家“防疫信息码”，或纸质健康证明
的，均予以认可；也可通过四川外出务
工人员健康证明平台展示健康码。无
需另行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其他未与我省签署健康申报证明
（健康码）互认协议省份的来川人员，凡
持有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
息码”的，均予以认可；也可通过四川外
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平台展示健康
码。无需另行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3月19日，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新初
到我市调研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推
进发展，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抢抓发
展机遇，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汽车
产业发展，积极抢占新能源与智能汽车
研发制造高地。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焦伟侠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廖仁松，市
委副书记、市长吴旭，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荣木陪同调研。

现代商用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是
高自动化、智能化的世界先进商用车制
造工厂，现已形成年产重中轻型卡车16
万辆和重型发动机 2 万台的能力。目
前，公司依托现代汽车集团世界级氢燃

料产品研发技术，结合中国市场环境，
正着手氢燃料商用车的开发与应用。
黄新初走进公司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情
况，仔细询问氢燃料汽车的研发生产及
配套产业发展情况，现场观摩重型卡车
生产。黄新初指出，当前汽车产业正向
新能源、轻量化、智能和网联转型升级，
四川抢抓新一轮汽车产业发展机遇，将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作为 16个重点产业
之一，纳入省领导联系推进机制大力培
育，致力于把四川打造成为具有核心竞
争力、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及应
用基地。省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搭建技术研发平

台，大力发展技术创新联盟，鼓励企业
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步伐，着力提
升我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创新创造能
力和产业化水平。企业要充分发挥主
体作用，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加快推进
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营销力度，大力拓
展市场，不断扩大产能、提升产值。

四川现代坦迪斯汽车系统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商用车变速器、车桥
和乘用车后车桥的公司。黄新初来到
公司生产车间、检测中心等处，详细了
解公司产品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情
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经营改革，整
合优势资源，提升核心零部件配套能
力，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商用车制造为核心业务的企业，拥
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商用车自主开
发能力。黄新初走进公司轻卡总装车
间，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技术创新
和市场拓展等情况。他指出，要紧紧围
绕创新驱动，着力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
自主创新，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发展。要
加大品牌营销和市场开拓力度，不断提
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刘少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邢
涛，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黄灵参
加调研。市委常委、秘书长周燕，副市
长舒勇陪同调研。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
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
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
署，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
措，继续做好湖北和武汉的医疗救治、社
区防控和后续工作，坚决防止其他地区
疫情反弹，精准做好防范疫情跨境输入
输出重点工作，加快打通堵点、清除障
碍，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快速扩散
蔓延，我国输入性病例逐渐增多，防控压
力持续加大。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做
好国际航班疫情防控。对所有来自境外
疫情重点地区的航班，入境时要安排专
用机位、廊桥和通道，指定安全区域开展
口岸卫生检疫，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对检疫判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密切接触者等，及时按规定落实转
运、治疗、隔离等措施，确保无缝对接、闭
环运作。对虚报信息、隐瞒病情的人员
依法追究责任。暂停跨境国际道路旅客
运输。加强国际航线水路客运管理。各
地特别是境外疫情输入重点地区，要加
强药品、防护物资和抢救设备保障，提前
做好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等救治准备。
同时，要做好人员跨境流动安全风险提
示，减少不必要的出境活动，暂停组织出
入境旅游业务。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
情防控的指导和支持，保护他们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继续为有关国家疫情
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享防疫经
验，为他们从我国商业采购医疗物资提
供便利。

会议指出，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
下调了疫情应急响应级别，绝大多数地
区已是低风险地区，要以省域为单元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认真总结
前一段既严防新发疫情又推动复工复产
的经验，完善精准防控措施，促进加快复
工并提高复产率。抓紧出台在有效防控
的同时推动全面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
根据疫情变化，适时动态调整优化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低
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
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
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各单
位在落实防控措施情况下，对来自低风
险地区人员不实施上岗前隔离。同时，
保障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现病例立即
妥善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防范聚集性疫情。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中
央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会
议
召
开

部
署
调
整
优
化
防
控
措
施
进
一
步
精
准
防
范
疫
情
跨
境
输
入
输
出

适
应
形
势
变
化
积
极
有
序
推
进
企
事
业
单
位
复
工
复
产

“防疫信息码”来了全国互通互认

黄新初在资调研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推进发展时强调

坚持创新引领 抢抓发展机遇
积极抢占新能源与智能汽车研发制造高地

意外事故处理联系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2019年3月19日

近年来，雁江
区宝台镇滴水村大
力加强水利、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
并充分利用当地便
捷的交通优势，引
进业主带动村民发
展特色果蔬种植，
走上增收致富路。
图为滴水村现代农
业园一角。
本报记者 王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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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搜索“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
进入申领“国家级防疫
健康信息码”入口，点击
“防疫信息码”进入申领
界面，按相关指引办理

本报讯（记者 何柳）3 月 19 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吴旭到雁江区老君镇调研村
级建制调整改革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抓紧抓
细抓实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等工作，全力提
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吴旭先后到字库村、大溪村，与镇村
干部深入交流，了解该镇村级建制调整改
革工作规划方案等情况。她指出，要将村
级建制调整改革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综合考虑历史
文脉、人文地理、产业发展、服务村民等因
素，因地制宜地调整优化建制村的结构和
布局，着力增强基层治理能力。要广泛听
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全面宣传闸释
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引导干部群众参与
支持改革，准确稳妥做好资源、资产确权
及分配，科学合理推进改革工作。要强化

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服务群
众、促进发展的意识和水平，筑牢筑实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调研中，吴旭还详细了解了老君镇脱
贫攻坚、农民工返岗、春耕生产、农村日间
照料中心运行、场镇垃圾中转站环保设施
项目建设等情况。她强调，要强化责任落
实落地，真切关心贫困户生产生活，为他
们持续增收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不断巩
固提升脱贫质效，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之战。要继续深入细致做好农民工返
岗复工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农民工安全顺
利返岗和就业。要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
务模式，努力提升农村日间照料中心运行
管理水平。要加快推进垃圾中转站等农
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格落实各项安全
监管措施，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
下，以“往前赶”的劲头，全力以赴推进工
程建设，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市政府秘书长孙智参加调研。

吴旭到老君镇调研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等工作

全力提升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关刀桥水库大坝。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王荣木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