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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耕正当时，走进安岳县李家镇先锋
村。这个曾经贫瘠荒芜的坡耕地一改昔日面貌，
摇身变成“田成方、渠相连、路相连”的高标准梯
田，村民们正抢抓大好春光，因地制宜栽种各种
经济作物与绿色果蔬。

吃一口长在土地里的蜜柑，从舌尖甜到心
头。这个甜，何尝不是治理水土流失与绿色发展
之甜？“三年来，经过集中、成片和连续治理，跑
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
肥、增产的‘优质梯田’。”安岳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主任杨波笑着说，“之前农业生产条件差，不少土
地被荒废。现在田好了，土地大多都流转出去
了，村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抓水土保持就抓住了生态问题的牛鼻子。
2019年，乐至孔雀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成功创
建省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雁江伍隍国家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高质量推进……全市完成城乡各
类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2亿元，新增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99.43平方公里。修复生态面积 1500
公顷，治理区生态修复率达到 95%。土壤侵蚀量

减少 70%、林草覆盖率提高到 43.9%，群众人均收
入同比增加 30个百分点。群众得到了经济实惠、
政府改善了生态环境，乡村振兴和流域发展步入良
性循环，治理区实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
双赢。

“强监管补短板”是新时期资阳水土保持工
作的主基调。2019年 1月，市财政投入使用水土
保持补偿费专项资金 897 万元用于遥感加密监
管、水保设施生态修复等事项。市、县（区）水务
局狠抓执法监督，对 2011 年以来的 2300 个生产
建设项目全面清理排查，建立信息数据库，按照

“一项目一清单”建立执法台账，提出处置意见，
让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生态得到及时修复。

显著的成绩来自于不懈的努力。一年来，我
市各级各部门不断加大水土保持法规宣传贯彻力
度、抓水土流失治理、强化监督执法、典型示范推
进。如今，从乡村到城市，从水库、小流域到江河，
水土保持构筑起绿色生态屏障，给生态、生活带来
的变化悄然发生：山更绿，水更清，粮增产，人变
富！

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3月 21日是
第二十个世界睡眠日。近年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
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
作压力不断增大，各种睡眠问题随之
不断增多，那么如何能保证充足而高
质量的睡眠呢？近日，记者就此采访
了市精神卫生中心女精神科主任汪
辉艳。

“失眠是指尽管有适当的睡眠机
会和睡眠环境，却依然对于睡眠时间
和睡眠质量感到不满足，并且影响日
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据汪

辉艳介绍，导致失眠的因素有很多，
社会心理因素、环境因素、性格特征
等都会影响睡眠。

汪辉艳表示，如遇到失眠问题，
可以通过三个方式解决，一是保证舒
适的、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二是
通过白天多运动，让身体疲劳，保证晚
上睡眠；三是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如医
院的睡眠心理科，找专业医生咨询，同
时，还可以进行多导睡眠监测，弄清楚
自己失眠是因为入睡困难或易觉醒、
早醒等，还是其他原因。通过专业的
排查，再进行对症、精准的治疗。

世界睡眠日 医生教你睡个好觉

以以““水水””为源为源 以以““土土””为本为本
绘就绿色生态画卷绘就绿色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乐意好日子
酒、洋槐蜂蜜、浓香菜籽油阳花河牌川
菜专用油、面包、金宫鸡精、絮用纤维
制品（棉胎）……近日，这些和我们生
活息息相关的假冒伪劣商品在资阳市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付之一炬。记者
了解到，为了遏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违法行为，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市
市场监管局对 2200余件假冒伪劣罚没

物品进行集中销毁。
“本次现场公开集中销毁的物资

是市市场监管局近年来在执法检查中
所查获的检验不合格、虚假标注生产
日期、致病菌超标、食品违禁添加等假
冒伪劣商品。”市市场监管局竞争科科
长詹俊告诉记者，除当天集中销毁的，
还有价值 10万元左右约 37500 盒的不
合格药品等待销毁。

我市集中销毁
2200余件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疫情期间，
市场供应有保障吗？3月 19日，市消委
会组织大学生代表、“3.15”志愿者代
表、行业协会代表、媒体记者和消费者
代表 17 人，来到资阳天王农产品交易
中心和资阳宝莲酒业公司，开展消费
体察活动，让大家“零距离”感受服务
业企业在防护措施到位、确保员工安
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恢复生产经营的
情况。

市场的门口检测体温、放置消毒
洗手液、酒精，要求大家佩戴口罩；市
场内部环境良好，做到停车归点、垃圾
归库、划行归市、广告归栏、坐商归店；
农产品新鲜，物资供应充足……在资
阳天王农产品交易中心，代表们通过
观察、询问、交谈等多种方式，了解市

场经营情况，并认真填好消费体察情
况登记表。在资阳宝莲酒业公司，大
家参观了酿酒厂、储酒室、检测室和陈
列馆等。据了解，该企业生产车间和
销售点的安全防护措施执行到位，目
前有序复工。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供应充足、
企业恢复生产。”消费者代表杨明忠开
心地说，我相信我们的市场能满足大
家的消费需求，经济能够尽快回暖。

据悉，当天雁江、乐至、安岳三个
县（区）同步开展了消费市场体察活
动。体察包括餐饮酒店、交通、旅游、
保险、批发市场及服务行业、部分生产
企业，通过了解疫情期间各个行业有
序复工经营的情况，提高消费信心，释
放消费需求。

市消委会开展消费体察活动

春雷行动2020

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乐至县人民政府批
准，乐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四川省资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路 12 号）以公开拍卖
方式出让下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宗地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
合竞买。有拖欠土地价款、违反合同约定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参与本次土地拍卖出让活动。

三、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 4月 9日 16时止，到乐
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乐至县天池镇池南路 84 号）按
规定申领有关材料，办理报名手续和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汇款或转账须在报名截止时到账）。
四、2020年 4月 10日 10时 30分在资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举行拍卖会。竞买人须缴纳竞买保证金，取得竞
买资格后方能竞买。

五、本次拍卖采取现场竞价方式进行，价高者得，但
竞买人最高报价低于底价的拍卖不成交。

六、价款缴纳：拍卖成功后，（2020）4 号地块竞得人

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土地价款不得
低于成交总价款的 50%，余款（二期款）在 6个月内缴清。

（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
须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七、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求请参阅拍
卖文件。拍卖文件于 2020年 3月 23日 9:00时起(节假日
除外)，在乐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领取。（本公告已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首次发布）

联系人：邓女士 袁女士
联系电话：028-26016950 13688189116
账户名：乐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账号：231249322910000830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至帅乡大道

支行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乐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9日

乐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乐自然公〔2020〕拍01号

今年是第二十八届“世界水日”暨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宣传主题分别为
“水与气候变化”和“坚持节水优先，建设幸福河湖”。3月22日，我市各级各相关
部门积极行动，开展街头宣传，集中宣传节水法律法规以及省情水情、水利法治
建设、治水兴水成果等。 罗世东 记者 胡佳音 摄影报道

地块
编号

（2020）
4号地块

位 置

乐至县城东
派出所对面

总用地
面积㎡

12595㎡
（约 18.89亩）

土地
用途

商住
用地

土地使用
年限

商业 40年
住宅 70年

规划设计要求

建筑密度≤22%，容积率≤
2.8，绿地率≥35%，住宅停
车位≥1个/户，商业停车位
≥1个/100平方米。

起拍价
元/㎡

3450

增价
幅度
元/㎡

20

保证金
（万元）

1300

作为蜀中“老旱区”，我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约为 502 立方米，属全国 110 个严重缺水市之
一。为破解这一难题，2019年，市水务局积极落实

“节水优先”，全面打响节约用水攻坚战，一揽子节
水新举措密集出台，助推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制度节水是治本之策。我市制定出台了《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节
水管理办法；市政府制定印发了农业、工业、城
镇节水行动和水价改革实施方案，推动行业节
水。同时，水务部门深入县（区），走访基层水管
单位和重点用水大户，掌握节水现状和用水需
求，编制了《资阳市国家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以
规划引领和统筹实施推进节水，为深度节水、全
面节水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在乐至南湖公园，景观流水顺着天梯汩汩流
下，流入公园里的湖泊，湖面波光粼粼，充满生

机。殊不知，这一汪清澈见底的景观活水的“前
身”竟是再生水。作为没有活水源头的景观湖
泊，若没有流动性就容易变成黑臭水体，南湖公
园的净化再生水可帮助乐至县每天减少新水使
用量 1600立方米。

日前，记者在距离南湖公园 6 公里外的再生
水厂看到，厂区内几个大型处理池整齐排列着。
回收、沉淀、过滤，浑黄的污水经过重重处理后到
达出水口时，水质已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
环境用水水质标准。再生水的循环利用，是我市
节水管理工作的一大亮点。目前，我市生活污水
再生利用量年平均约 60 万立方米，主要用于县
城景观补水及市政绿化、环卫等方面。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最大的领
域。市水务局在水利项目施工过程中，始终坚持
先节水再调水，狠抓工程防渗处理，最大程度地
降低了输水工程的蒸发和渗漏系数，减小输水损

耗。按照“量水而行、以水定产”要求，会同农业
农村部门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按照“一县一
品”思路，坚持发展安岳柠檬、雁江蜜柑、乐至蚕
桑特色农业，通过转传统高耗水作物为低耗水作
物，转传统的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农业产业用
水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工业节水，重在减排治污上下功夫，强力关
停和整治“散乱污”企业 406 户，全市各类工业园
区坚持高耗水企业零入驻管理，加快污水处理设
施改造提升，鼓励废水集中处理和循环利用。目
前，我市建成省级节水型企业 2 家、市级节水型
企业 7家、县级节水型企业 9家。城镇节水，在减
漏降损和节水器具推广、改造上下功夫，2019 年
全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约为 7.97%，创建
市级节水型学校 17 所、节水型医院 2 所、市级公
共机构节水型单位 79 个，市级机关创建率达
100%。

厚土育生机 留住绿水青山 构筑生态屏障

水润城更绿 严格水资源管理 保护生态环境

乐至南湖公园。

水润资阳。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态之本。水土资源是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生态文
明建设发力的关键。近年来，资阳市水务局在中央新时期水务工作理念指引下，
以“水”为源，以“土”为本，绘就绿色生态画卷，让源头活水扮靓美丽家园，一条人
水和谐生态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富广。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李小凤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近日，我市
老年大学通过“资阳市老年大学”微信
公众号端口，开通“空中课堂”，所有市
民均可通过关注“资阳市老年大学”微
信公众号，注册后点击“校园动态”进
入“在线学习”链接，添加小程序“网上
老年大学”即可展开线上课程学习。

据悉，我市老年大学开通的“网上
课程”包含“云课堂”“短视频”“秀风
采”三个板块。“云课堂”为中老年学员
量身打造在线移动课堂，内有十万集
免费课程可供大家随意挑选学习，包
括舞蹈、摄影、音乐、运动、美食、书画
等专业；“秀风采”是专为中老年人打

造的交友平台，学员可通过视频、图
片、文字等形式，秀出风采，展示自我，
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与他人互动，
结交全国各地兴趣爱好相同的老年朋
友；“短视频”平台则利用了“大数据”
分析技术，网罗海量适用于老年人的
娱乐短视频，可让学员在愉悦氛围中
轻松获取知识，遍览世界。

“这段时间在家里很无聊，学校开
通网上课程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
验。”64 岁的谢甫勇开心地告诉记者，
自己每天在网上一边看视频一边学习
二胡和葫芦丝，老师讲得很详细，不懂
的还可以回放，非常方便。

市老年大学开通“网上课程”
涵盖舞蹈、音乐、摄影等专业

乐至梯田工程示范区。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