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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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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卢凌嘉）4 月 1 日，我市高
三学子返校复学，沉寂了两个月的学校食堂
重现“烟火气”。当天，资阳港华燃气公司对
资阳中学、资阳一中和绵阳中学资阳育才学
校进行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保障学校燃气
设施设备安全运行。

上午8点半，公司安检员穿戴好头套和鞋
套进入资阳中学后厨，对调压器和气表进行
检测后，又拿出燃气检漏仪，对每个灶台下方
的软管接口逐一检测，查看管道阀门严密性、
管线走向及标识报警联动装置、燃气设备使
用情况、进出风设备等。检测完毕，安检员对
厨房工作人员进行了燃气安全知识和应急处
置宣传教育，并提醒管理人员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定期检查燃气设备。

据悉，接下来，港华燃气公司将陆续对
城区其他学校进行燃气安全专项检查，保障
用气安全。

学校“烟火气”重现
港华燃气拧紧燃气“安全阀”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4月 1日，雁城两条新建道路康乐南路
和民福路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康乐南路连接大千路和外环路，民福路连接康乐中路和康乐南
路。1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已经通车的康乐南路十分宽敞，路面
标线清晰明亮。按照规划设计图，道路上施画了两处公交站线框，
两边栽植了行道树。人行道铺设选用透水砖，规范铺设了盲道。
沿线还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分类垃圾桶。民福路的人行道采用透水
混凝土，选用了隐形检查井盖，兼具美观、实用的效果。

据项目负责人张煌介绍，康乐南路和民福路全长分别为 946
米、546米，宽均为 20米，属于民政福利园周边配套道路工程，民
政福利园的后门、侧门出口分别位于这两条道路上。

雁城康乐南路和民福路投用

安检员在后厨检查燃气设备。

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李乾福等同志不再担任政协资阳市
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

（2020年4月2日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李乾福、钟明、姚忠志、黄玉斌、
蒋显超、曾祥、潘超同志申请辞去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委员职务。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定，同意李乾福、钟明、姚忠志、黄玉斌、蒋显超、
曾祥、潘超同志不再担任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委员。

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增补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0年 4月 2日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定，增补王兰、王子于、付强、白勇、兰应红、刘刚、江应登、孙
家茂、李凯、吴洪、吴琪、何虎、张毅、欧阳曦、周瑾、项涛、唐怀
庄、黄义、谢晏均同志为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王一平等同志不再担任政协资阳市

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0年4月2日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调动及其他原因，王一平、江军、苏泽建、李为巍、
杨天学、肖忠、吴剑、邹明勇、罗雪松、费志明、唐幽泉、彭良
述、蔡武、谭伟同志申请辞去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职务。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定，同意王一平、江军、苏泽建、李为巍、杨天学、肖忠、吴
剑、邹明勇、罗雪松、费志明、唐幽泉、彭良述、蔡武、谭伟同志
不再担任政协资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本报讯（记者 李梅）3 月 31 日下
午，一台兼具体温检测、非接触消毒
功能的“一体式移动测温消毒通道”
设备亮相资阳中学。

这台“一体式移动测温消毒通
道”设备通过红外线快速测温，人员

测温通过后可以进行手部无接触清
洁，最后进入相对密闭的空间内进行
超声波雾化消毒。整个检测、消毒过
程在一分钟内完成。

据了解，这台“一体式移动测温
消毒通道”由成都中教智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公司总经理李
品告诉记者，他是一名资阳中学的毕
业生，听闻资阳高三年级学生即将开
学，特意向母校捐赠了“一体式移动
测温消毒通道”设备，保障学弟学妹
的安全健康。

本报讯（谢宗兵）3 月 31 日，记者
在位于安岳县石羊镇的永盛柠檬专业
合作社看到，几十名工人正忙着对柠
檬进行挑选、分拣、包装、装箱。在此
务工的赵女士说，复工后他们一直很
忙，经常一大早过来忙到深夜才回家。

专合社总经理李腾介绍，受国外
疫情影响，目前南非、土耳其等柠檬产
地的柠檬无法运出；中东、东南亚等地
又视柠檬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很大；加
之前期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关系，安
岳柠檬的销量很不错。2月份已发往

中东地区 30个货柜约 800吨柠檬，现
在正准备20个货柜约540吨的订单。

忙碌的景象也出现在四川省维记
果品有限公司，在全自动选果机旁，工
人们有条不紊地将机器初步分拣出来
的柠檬分筐，再人工挑选、包装、装
箱。公司董事长蒋昌维告诉笔者，最
近一两周，订单增长幅度很大，每天都
有客户到公司来看货。复工以来，公
司已经发出100多个货柜共计3000多
吨柠檬，目前每天要发100多吨。

安岳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安岳县依托“川货全
国行”、“万企出国门”、“资阳企业丝路
行”、西博会、农博会、渝洽会、广交会、
首届世界柠檬产业发展大会等平台，积
极组织本地柠檬企业大胆开拓市场，参
与国际国内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抢夺内需份额和外贸市场，打通高端市
场营销渠道。2019年，安岳全年销售
柠檬48万吨收入约45亿元，其中，实现
对外贸易约9万吨收入7亿元。据相关
部门初步统计，仅今年 3月，全县柠檬
企业就出口柠檬12100吨。

本报讯（刘孝军 记者 韩成玺）日前，记
者在乐至县中天镇大州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看到，10余名工人忙着将装袋的小米
辣制品搬运到存放区。

公司生产负责人肖苗介绍，大州食品主
要生产小米辣制品，2月 11日复工生产，是乐
至县第一批复工的企业，现每天可产 13吨。

在乐至童家镇的隆庆建材生产区内，搅
拌车、沙石运输车、水泥运输车进进出出忙碌
不停。

“自 2月 23日复产以来，已有 107人到岗
工作，复工率达80%。”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复产后，企业每天为员工测量体温 3次，厂区
内早中晚消毒 3次，食堂采用分餐制，根据生
产需要安排员工分4批复工，尽最大努力保证
生产安全。预计今年产值可达2.5亿元。

记者从乐至县了解到，该县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积极部署企业
复工复产，尤其是鼓励民生商品类企业及早
恢复产能。目前，复工复产工业企业共计
273 户，复工人员 13417 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 65 户，复工人员 8525 人，复工率
100%；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复工 208户，复工人
员 4912人。

本报讯（詹锋）在线直播、视频录
播、实时互动、教师答疑、居家练习
……近日，一系列线上就业培训课程
在雁城网友的朋友圈流传。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就业工作，雁江区积极落实就业技
能培训政策，制定了《中小企业因疫情
停工开展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申领流
程》，并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确定
与中小企业主营业务相关的培训项
目，大力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
在停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储备，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就业稳定。

“截至目前，已审核通过四川理
德泰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博恩口腔
科技有限公司等 17户企业，培训企业
职工 1634 人，补贴培训费用 128.4 万
元，协助企业申报稳岗就业和培训服
务相关补助 265万元。”雁江区就业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期还将加快开发

“互联网＋培训”管理平台，鼓励职业
院校、技工学校、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和企业开发网络培训课程，提供线上
培训服务，支持企业利用各种优势资
源组织职工开展线上培训，不断提升
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水平。

除了落实就业培训等政策，雁江
区还联合资阳农商银行，及时组建了

“鸿雁战疫金融服务党员突击队”，从
“物资支援、防疫支援、助农服务、企
业服务”四个方面全力支持并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正常
生产经营提供专业金融服务。先后
通过雁江区红十字会向全区 528个村

（社区）、2200余名防控工作人员捐赠
了总价值 80万元的口罩、消毒液等防
疫急需物资，总保额近 4.6 亿元的新
冠肺炎感染人身意外保险，全力支援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金融服务行动，为中小微企业和农
村经营主体开展金融服务，推送各类

复工复产金融产品，将各项优惠政策
落实到企业、落实到基层，缓解生产
经营困难，解决企业融资需求，助力
生产发展。

“突击队目前已为 1 户企业、45
户个体工商户提供了支农支小再贷
款资金 2106 万元，帮助企业生产发
展，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影响。”雁江区
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雁江区充分结合本地实
际和疫情形势，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坚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期间支
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奋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目前，全区30户规上工业企业除3
户无生产条件外，其余27户全部复工；
121户服务业重点企业（个体户）复工
102户；30户规上农业企业复产25户。
累计协助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企业申
报相关补助106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4月 2日，我市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专题会议，传达贯彻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精神，听取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核查、案件办理、专项治理
工作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审视线索核查状况，高度
重视、不等不靠，抓紧清理底数，分类详列清单，逐一落实核查部
门、负责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逐项对标对表，逐一对账销号，确
保线索核查按时清仓见底。要客观分析涉黑涉恶案件办理面临
的形势与任务，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落实会商研判机制，统一办
案思想，细化每个案件侦诉判各环节工作措施，倒排工期压紧压
实责任，坚持挂图作战，依法加快进程，全力加快涉黑涉恶案件侦
诉判各阶段工作进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和满意度导
向，着力解决好“新问题”“真问题”“难问题”，确保乱象整治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要注重宣传总结，加强涉黑涉恶案例宣传和典型
经验提炼，创新宣传形式，严肃宣传纪律，加强督查考核，形成工
作合力，努力营造浓厚社会氛围，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上，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监委、文广旅局分别通报
了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安岳柠檬外销势头旺
3月出口12100吨

乐至已复工企业273户

落实“干货”助生产
雁江已协助企业申报相关补助106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3月 31日，雁江区
首批 7 名援鄂医护人员结束集中休整回到
雁江。4月 1日，雁江区集中看望慰问这 7名

“逆行英雄”，感谢他们危难时刻的义无反
顾；祝贺他们战胜疫情后平安凯旋；希望他
们安心休息调整，以更加积极的状态做好以
后的工作。

2月 9日，来自雁江区人民医院和中医医
院的 7 名医护人员主动请战，奔赴湖北一线
抗击疫情。在 37天的奋战中，雁江区中医医
院 4 名“女战士”组成“一点阳光”护理小组，
每天护理近 200 名轻症患者，充分发挥中医
药优势，利用休息时间教患者“八段锦”“六字
诀”等中医养生操和穴位按摩，赢得了好评。
雁江区人民医院 3名医护人员一名剪掉齐腰
长发，在病区持续奋战；一名主动请战到红十
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参与救援；一名变身贴
心暖男，和患者唠家常，缓解他们的焦虑情
绪。他们冲锋在前，使出浑身解数，守护好病
人健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

我市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雁江看望慰问
首批援鄂返乡医护人员

资阳中学获赠“移动测温消毒通道”设备

进入4月，意味着雨水
丰沛期将至。为保证城区
道路通行和道路质量，相
关部门开展了道路修复工
作，对道路裂缝进行沥青
灌涂，防止雨水渗入、车辆
碾压对道路造成损坏。图
为工作人员对南骏大道进
行裂缝修复。

本报记者 黄志禄 摄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今年 4月是第 32个爱国卫生月，3月 31
日，市爱卫办、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卫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第
32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

据悉，今年爱国卫生月活动主题是“防疫有我，爱卫同行”。
按照国家和省级统一部署，结合我市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活动
将从 4月 1日起按照每周一个主题有序推进，大力促进爱国卫生
与疫情防控、环境整治与健康资阳建设有机结合。

根据安排，第一周为爱国卫生运动历史主题宣传活动周，第
二周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周，第三周为除“四害”活动周，第
四周为讲卫生促健康活动周。相关活动将结合爱国卫生月主题，
点面结合、深入开展宣传动员，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在全
市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

全市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

（上接01版）我市聘任心血管内科、泌尿外
科、肾脏内科等 19名华西医院专家和省院
专家担任医院学科主任，特聘华西和省院
专家定期来院工作，不遗余力对学科进行
传、帮、带。截至 3月，华西专家共 977人次
到医院在位工作，诊治门诊病人 16667 人
次，疑难病例指导 3189次，指导手术 365人

次；省人民医院共计下派专家 146人，诊治
门诊病人 11927 人次，疑难病例指导 1296
余次，指导手术 677余次，极大地带动了学
科发展，市第一人民医院 15个科室与华西
建立专科联盟，市人民医院也相继加入了
省医院心外科等 6个专科联盟。这也让广
大群众在资阳即可得到华西和省院专家的

诊治，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矛盾。
据悉，2017年 6月，资阳市远程医学中

心、急诊远程会诊中心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建成投入试运行，实现了向上与华西医院、
省人民医院，向下与 26家基层医院的互联
互通，成功开展三方远程会诊、远程查房
等。2018 年，先后与华西医院和省人民医

院开通重症远程会诊、远程联合门诊，其中
重症医学科病人可随时连线华西和省院专
家会诊、查房，极大方便了疑难危重病人救
治。2019年 12月，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华西
医院开通资阳首例 5G远程移动查房，实现
患者与医生“零延时”沟通交流，提高了远
程查房的效率及精准度。

深化办医合作 资阳医疗服务能力升级

维记果品公司忙碌的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