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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城北片区已征地范围内
实施迁坟工作的公告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因启动城北片区改造项
目建设，需对该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搬迁，项目
建设所涉及的城北片区（莲花社区 1组、2组、3组、4组、5组、6
组、7组；城北社区 4组；小堰村 1组、2组、3组、7组；雁家社区
1组、7组；三贤祠社区 1组、2组、3组、4组、9组、10组等）所有
坟墓，已进行了征收补偿。凡至今尚未完成搬迁的各位坟
主，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即 2020年 3月 31日至 5
月 31日止）到各村组办理迁坟手续，并自行完成坟墓搬迁作
业。逾期不迁出项目规划红线内的坟墓，将被视为无主坟墓
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各村组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1日

目前正值春耕备耕时期，清明节将至，林缘劳作、入林春游、祭祖扫墓等活动大量增加，森林防火形势日趋严峻。今天，让我们重温森林防火“十不准”，共同维护森林安全。

清明将至，注意森林防火！牢记森林防火“十不准”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醒：森林防火警钟敲响，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

项目名称：筏清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阳市马三路道
路建设项目、资阳市保留山体提升改造项目、资阳市植物园
建设项目、资阳市重要道路、节点景观改造提升项目结算审
核中介机构比选项目

服务范围：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咨询服务。
资质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固定的经营场
所，具有开展造价咨询工作所必备的人力、物力资源；2、近
三年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记录；3、自愿
接受审计机关的全程监督指导；4、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5、本项目不接受
联合比选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本次比选公告在资阳日报、市城投公司网站（http://
www.zyct.net）上发布。

报名及比选文件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 2020年 4月 3日—4月 8日 10:

00—16:30在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兴乐北路 1288号 1栋 3
层 22号（联系人：张先生 17760488729）持法人授权委托书、
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缴纳报名费
150元获取比选文件。

比选人：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
联系人：喻女士
联系电话: 15282250006
比选代理机构：四川正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兴乐北路 1288号 1栋 3层

22号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17760488729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筏清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马三路
道路工程、创园项目结算审核中介机构

比选公告

3月 31日 16时 47分，我市消防救援支队前往
木里增援力量的 8车 35人在翻越两座大山，途经
峭壁陡崖，近 9 个小时行车后抵达木里县消防救
援大队。此时，距离县城不远的项脚山大火仍在
燃烧，火势较大。由于临近夜里，支队所有水罐消
防车全部满装原地待命。

4 月 1日凌晨 6时，支队奉命在木里县消防大
队集结。7时12分，支队组织4车29人携30余吨灭
火用水从木里县消防大队出发，克服行车途中山路
蜿蜒崎岖、道路狭窄险峻等不利条件，在当地交警
人员的带领下，于 8时 43分顺利抵达海拔约 3000

米的项脚山山顶，并立即为森林消防提供灭火保障
用水，协助森林消防灭火。由于增援及时，连续不
间断的供水为森林消防最佳灭火时机提供了有力
保障，较大程度地缓解了森林消防的灭火压力。

4月 2日凌晨 5时许，我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
原定作战计划出动 2车 10人，前往白碉乡药铺林
场继续为森林消防提供灭火用水。

……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截至 4 月 2 日 16 时发稿时，我市消防救援力量仍
然坚守在凉山西昌、木里森林火灾扑火救援一线。

千里驰援 不辱使命
——资阳市消防救援力量增援凉山森林大火扑救纪实

□ 龙川 雷萧 黄建伟

近日，凉山州境内发生多起森林
火灾，灾情深深地牵动着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救援就是责任。我市消防救援支队接
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出动命令后，迅
速组织精干力量，连夜千里驰援凉
山，辗转西昌、木里两地进行增援，在
扑火救援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消
防救援队伍的初心使命。

3 月 30 日下午，西昌突发森林大火。火势迅
速蔓延，大量浓烟飘进西昌城区。西昌告急……

当天 20 时 50 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命令
后，迅速组织主城区 3 个消防救援站的救援力量
共计 14车 50人，携带大量保障物资在支队集结。
21时 52分，支队长王德华进行战前动员并下达出

征命令。
31日 6时 22分，在历经 8个多小时 500余公里

的急行军后，支队增援力量抵达西昌待命。8 时
许，接现场前方指挥部作战命令，增援力量调整力
量部署，14 车 50 人兵分两路，其中 6 车 15 人原地
值守待命，其余 8车 35人转战木里增援。

西昌告急 50人千里奔袭

31日下午，西昌泸山被扑灭的森林大火二次
复燃。位于半山腰、山脚下的多处建筑受到严重
威胁，最近的火线距离泸山景区入口商业群建筑
不到 200米，离主城区也只有数百米，情况危急。

16 时 30 分，我市消防救援支队值守西昌的 6
车 15 人奉命与成都消防救援力量前往泸山景区
入口处。由于现场风向变化莫测，火线步步逼近
景区入口，15名消防指战员按照作战任务，现场布
置水带阵地，随时准备上前堵截火势。23时许，支
队救援力量领命与其他兄弟单位现场轮流看守，

实时预警，防止火势复燃，等待下步作战任务。
4月 1日 20时许，西昌泸山发生三次复燃，形

成 3公里火线并向山下蔓延，情况十分危急。支队
救援力量接到前方指挥部命令前往听涛小镇增
援。23时许，支队增援力量抵达现场，迅速利用内
江消防救援力量水带干线布置阵地，堵截火势向听
涛小镇蔓延。经过2个多小时的持续作战，15名消
防指战员顶着迎面而来的热浪对火势进行压制直
至扑灭，消除了大火进城危机。由于风势较大，可
能再次发生大火，15名消防指战员彻夜轮流看守。

昼夜奋战 阻截大火进城

转战木里 不惧艰难险峻

堵截西昌听涛小镇火势蔓延。

出
征
动
员
。

支队长王德华（左二）部署作战任务。

为森林消防提供灭火用水保障。

不准在山边林内烧木炭、烧灰积肥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蜂 不准在林区烧山取暖、烘烤食物和烧饭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乱丢烟头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不准在林区熏鼠洞、蛇洞、兽洞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不准在山内玩火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牧场和柴场 不准在夜间用火把照明赶山路

据“中国森林草原防火”微信公众号

项目名称：资阳市三贤路项目
服务范围：编制工程量清单及预算咨询服务。
资质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固定的经营场
所，具有开展造价咨询工作所必备的人力、物力资源；2、近
三年没有违反职业道德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记录；3、自愿
接受比选人的全程监督指导；4、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5、本项目不接受联
合比选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本次比选公告在资阳日报、市城投公司网站（http://
www.zyct.net）上发布。

报名及比选文件获取：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020年4月3日—4月8日10:00—

16:30在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兴乐北路 1288号 1栋 3层 22
号（联系人：张先生 17760488729）持法人授权委托书、企业
资质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缴纳报名费 150元
获取比选文件。

比选人：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
联系人：喻女士
联系电话: 15282250006
比选代理机构：四川正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兴乐北路 1288号 1栋 3层

22号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17760488729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资阳市三贤路项目编制工程量清单
及预算中介机构比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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