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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公 告
竞租时间

2020年 3月 24日下午 3:00。

竞租说明

1.自公告之日起于标的所在现场展示，该招租标的均设有保留底价，竞租人最高应价未达标的不予成交。
2.签订竞价的房产租赁权期限为一年，房屋采用先付后用，按半年付、全年付两种付款方式任选其一缴纳租

金，同时以一个月租金金额缴纳合同保证金，在签订合同时将租金及保证金全部付清。

招租形式

公开竞价，以租金出价最高者中标。

报名须知

1.凡有意参加竞价招租的单位和个人，须于 2020年 3月 23日下午 2:30之前将竞租保证金交至竞价现场，持缴
纳保证金凭据方可参加竞价招租活动。单位凭营业执照、法人证明或法人委托书、公章办理；个人凭身份证办理
竞价招租报名手续。

2.公开竞价时每一竞价者需提交竞价保证金 500元/间。
3.报名时间：2020年 3月 16日— 3月 22日。双休日除外。
4.报名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二段 4号邮政大楼 4楼 。

联系人：刘斌，联系电话：13982984888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资阳市分公司

招 租 明 细 表

地址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168号邮政4号门市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168号邮政4号门市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168号邮政12号门市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168号邮政13号门市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168号邮政2号门市

面积（m2）

20.46

61.38

门市 ：21.12；后房：20.96

14.4

28.60

到期时间

2020年3月

2020年3月

2020年5月

2020年8月

2020年6月

我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将对和平路段营业用房实行公开竞价招租，现就有关本次招租的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招租标的

和平路 168号邮政营业用房一年期租赁权，共 5间。详情见下表：

（一）
停电时间：2020年3月28日8：00-19:00
停电线路：10kV伍双线全线
停电原因：35kV伍隍变电站：10kV伍

双线 4#杆-46#杆及支线、长生支线 1#
杆-50#杆及支线线路春季检修、消缺及通
道清理

停电范围：雁江区伍隍镇：瓦店村、红
庙村、高庙村、郭家村、五台村、印盒村、长
生场镇、江西村、铺子村、麻柳村、崇新村、
双峰村等用户停电。

（二）
停电时间：2020年3月29日8:00-19：00
停电线路：10kV伍南线全线
停电原因：农网工程：#29-#38杆线路

改造，35kV伍隍变电站：10kV伍南线1#杆-
38#杆及支线，千弓支线1#-30#杆及分支线
线路春季检修、消缺及通道清理。

停电范围：雁江区伍隍镇：千弓村、一碗

水村、园艺村、红花村、石桥村、南湍村、五里
村、龙门村、爆花村、盐井村、瓢山村、江西村
等用户停电。

（三）
停电时间：2020年3月28日8：00-19：00
停电线路：10kV大中线龙干支线 19#

杆#3刀闸后端线路
停电原因：10kV大中线龙干支线 19#

杆后段线路登检、通道清理等工作
停电范围：雁江区中和镇：清凉村、三

清村、瓦盖村、方家村、龙嘴村、雷庙村、金
马村、巨善村等用户停电。

（四）
停电时间：2020年3月29日8：00-19：00
停电线路：10kV大中线巨善村 11社#

3开关后端线路
停电原因：10kV大中线巨善村 11社#

3开关后段线路登检、通道清理等工作。
停电范围：雁江区中和镇：雷庙村、金马

村、巨善村等用户停电。
（五）

停电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7：00—
18：30

停电线路：10kV 南武线茅店#1 开关
后端线路停电

停电原因：南电：10kV南武线-1.10kV
南武线青狮支线 01#杆-27#杆及支线、蓼
叶支线 01#杆-17#杆及支线线路登杆检
修、消缺及通道清理；核定柱上开关及用
户侧开关定值。

停电范围：雁江区宝台镇：清水村、河
堰村、滴水村、卓家村、清水场镇、王家
村、水口村、白马村、烂泥村、鲤鱼村、黄
花村、宋家村、转龙村、蓼叶村、青狮村、
春天村 5 社、月水村、凉水村、八仙村、长
坡村、指书村、黄古村、江河村、板桥村、
茅店村、中和镇雷庙村 1-8 社、10 社等用
户停电。

（六）
停电时间：2020 年 3 月 29 日 7：00—

18：30
停电线路：10kV 南武线板桥#2 开关

后端线路停电
停电原因：10kV 南武线 _1.66#杆-

88#杆及支线、雷庙支线 01#杆-21#杆及
支线线路登杆检修、消缺及通道清理；2.核
定柱上开关及用户侧开关定值。

停电范围：雁江区宝台镇：王家村、水
口村、白马村、烂泥村、鲤鱼村、黄花村、宋
家村、转龙村、铁锁村、中和镇雷庙村 1-8
社、10社等用户停电。

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将延长
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20年3月19日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 余蝶 肖红 马秋萍

持续了 49天、中国彩票史上最长的一次休市终于宣告结束。
3月 10日，国家体彩中心下发《关于在符合条件的区域恢复体育
彩票发行销售工作的公告》，明确 3月 11日起，在符合条件的区域
有序恢复体育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

“彩票终于开售了，彩民得知此消息后都非常激动，现在疫情
尚未结束，大家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李阿姨是雁江区一福彩
站的销售员，平日和儿子一起打理福彩销售站。疫情发生以来，
为减少人员聚集，福彩销售站紧急停止销售。

“王哥，好久不见，来测个体温。”目前，福彩站虽然已复工，但
李阿姨仍没有放松警惕，她负责对前来销售站每一名彩民的体温
测量和登记，儿子负责彩票售卖。此外，母子俩每天坚持对福彩站
消毒，还在投注机旁放了医用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提供给有需
要的彩民，使防疫和福彩售卖“两促进”。

雁城福彩销售 12号站点负责人罗大哥是一名退伍军人。他
说，疫情防控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自己不能到疫情防控一
线去，但想尽自己所能守住疫情防控的“大后方”。在 3月 11日开
市以前，罗大哥提前储备防疫物品，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同时为彩
民提供帮助。为了减少销售站内消毒水味道对彩民的刺激，他每
天一大早就到站打扫和消毒，在彩民群推荐彩市消息和宣传防疫
知识。

“今天双色球开奖，欢迎来一注。”在雁城福彩销量数一数二
的 194号站点，销售员热情地向彩民打招呼。走进该站点 ，舒适
的环境、整洁的走势图、丰富的游戏推荐一如既往，唯一的变化是
桌上放着酒精、墙上贴着防疫宣传海报。疫情期间，该销售员每
天关注疫情消息。当得知开市消息，连夜在站点准备，编辑了一
连串的信息发给彩民朋友。

坚持就是胜利，曙光就在前方。不期而遇，福彩永远与你相
伴，从未离开。

不期而遇 福彩相伴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提高生育安全保障
守护孕产妇安全与健康

拉实基层医疗信息网
兜实孕产妇安全保障

雁江老君镇村民李露之前是顺产，这让
她觉得“生孩子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这
想法在3月7日被打破。她在镇卫生院产检
时，检查结果显示：乙肝小三阳、重度贫血、血
糖增高……这些预示着分娩有风险。

“只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现在才来做产
检，孕妇情况不太好，建议转院治疗。”医生
当即建议李露家属。

3月 8日，镇卫生院报送信息到雁江区
妇幼保健院母婴安全管理办公室，李露的
情况引起了区妇幼保健院的重视。

区妇幼保健院为李露制订了个性化管
理方案，确保其能平安产子。

像李露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孕
产妇因缺乏相应的科学生育知识无法防微
杜渐，甚至危及孕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安全，
针对此情况，该院在辖区各街道社区、乡镇
卫生院建起一张全覆盖的信息传递网络，
把医疗资源和专业资讯下沉到各基层单
元，真正落实孕产妇安全保障制度。

拉活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落地专案管理保障机制

像李露这样在孕产过程中存在风险的
孕产妇占比并不小，但根据妊娠相关风险
的筛查、评估分级不同，干预的方式和手段
也不同。该院始终以保障母婴安全为主要
目标，科学防范不良妊娠结局。

近年来，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对口省级
危重救治中心建立起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
会诊、转诊、技术指导等双向协作关系，并
通过网络等方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动态配
置，让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下沉基层，增加
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今年 1月 3日，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接到
省妇幼保健院通知，南津镇孕妇张美华在
成都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为室速，不宜继续
妊娠，建议其终止妊娠，但孕妇及家属拒绝
并要求办理出院。

得知情况后，该院立即联系南津镇乡
村医生，并派医疗人员前往张美华娘家劝
导其家人，但孕妇家人仍然坚持妊娠。

为了给张美华寻找安全的分娩方案，

该院和省妇幼保健院通过线上会诊，对张
美华的身体情况做了全面评估，但因继续
高危妊娠风险大，建议张美华终止妊娠。

记者在母婴安全管理办公室看到这样
的文字记录：2020.01.04入户沟通孕妇目前
治疗问题，与孕妇家属沟通，告知目前孕妇
危重，建议终止妊娠；2020.01.05 入户与孕
妇家属沟通是否有经济方面的问题，再次
告知目前孕妇危重，建议终止妊娠。

根据记录，医院从 1月 4日到 9日每天
派专人劝说张美华。为了救治这位“倔强”
的孕产妇，该院领导班子都去张美华家劝
说。

通过努力，2月 11日，张美华终止了高
危妊娠，平安出院。

根据《资阳市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
管理工作方案》要求，对所有妊娠风险分级
为“橙色”“红色”“紫色”的高危孕产妇必须
严格实行孕产妇专案管理，并建立规范的
专案管理记录。

该院根据《方案》要求，做到了“发现一
例、登记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以“一
分部署，九分落实”的精神确保了全区孕产
妇和新生儿的安全。

多学科分级联动
预前预后守护孕产妇健康

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是一
项多学科的系统性工程，区妇幼保健院通
过建立起“分级联动、应对有序”的危重孕
产妇和新生儿急救、会诊、转诊工作体系，
并依托母婴安全管理办公室提升了辖区孕
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临床救治能力。

根据《资阳市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
理工作方案》要求，制定了雁江区孕产妇妊娠
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流程图，统一了孕产妇
危险级别分级的五色标识；深入基层定期开
展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和评估，通过早识别、
早干预建立高危孕产妇绿色通道；根据孕妇
妊娠风险评估分级情况，对其进行分类管理，
对高危孕产妇“橙色”“红色”“紫色”个案纳入
专案管理并全程追踪；在进行产后访视和产
后42天健康检查时，再次对产妇进行风险评
估，并对评估所得的阳性症状及时进行干预。

此外，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呼吁孕妇重
视孕产妇健康安全检查，积极配合医疗机
构进行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 刘佳雨）3月 18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关于全市公共体育场所
有序恢复开放的通知》，将推动全市公共体育场所有序恢复开放。

达到怎样的条件才可以开放？通知指出，将坚持防疫优先、
科学评估、分区分级、精准施策、有序开放原则，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全力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可分区分级、科学有序恢复开
放相应体育场所。

哪些场所在开放范围？通知指出，低风险县（区）可以按照先
室外后室内、先身体不易接触后身体有轻微接触顺序，科学有序
地开放室外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等体育运动场所。对拟
开放的室内场所和室外篮球场、足球场，在必须保证通风的前提
下，严格控制参加运动人数和时间（原则上不得组织任何形式比
赛，篮球场地每次运动不得超过 6人，足球场地每次运动不得超
过 10人，时间不得超过 1个小时）。在此情况下，所有开放的室内
外体育运动场所，要优先保障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中风险地区
可以适度有序开放室外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等身体不易
接触项目体育运动场所，其它体育场所暂不开放。其中，游泳项
目暂缓开放。

公共体育场所达到哪些条件才能开放？通知要求，达到分级
分区开放的体育场所，在开放之前必须制定开放方案，完成场馆
管理人员防控培训，落实各岗位各区域管理人员，落实防控物资，
设立隔离观察区域，落实清洁消毒、体温检测、保持场所通风等各
项防控措施，确保公共体育场所的开放安全有序。

锻炼身体啦！

资阳公共体育场所
将有序开放

□ 本报记者 郭菁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新生儿出生率持
续高位，高危孕产妇增加，孕产期合并症、并发
症风险增高。如何提高生育安全保障和婴儿健
康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雁江区妇幼保健院认真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家卫计委《关
于加强母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全面开展妊
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依托院母婴安全管理
办公室对孕产妇进行风险管理，通过孕产妇疾
病早期识别、干预，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

据悉，去年雁江区住院分娩 7205 人，虽然
其中风险评估阳性 5199 人，高危发生率达到
72.16%，但通过母婴安全管理办公室有效衔接
全辖区内危重孕产妇、新生儿和医疗急救绿色
通道，全年孕产妇死亡率为0。

今年，雁江区妇幼保健院继续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以“严防、紧盯、死守”的精
神，全力维护每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

张贴防疫知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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