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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招
标人，拟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娇子大
道西延线弃土场造林项目的施工单位，本
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公开诚邀具
有相关经验的单位报名参加本项目施工竞
争性谈判。谈判工作方案事项如下：

一、基本情况
娇子大道西延线弃土场造林项目：品

质提升约 8.9615 公顷，其中红岩子社区约
8.9615公顷。最终栽种果桑苗面积以竣工
验收面积为准。

二、项目地址
项目位于松涛镇红岩子社区 1号弃土

场。
三、造林品种选择
根据“因地制宜，造地适树”的造林原

则。红岩子村弃土场立地条件为：亚热带
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通透性差，不是土壤，
无灌溉设施。经过反复比选及园林实践，
发现桑树生长环境与红岩子村弃土场立地
条件相似。本项目造林苗木品种选择为果
桑苗。

四、栽种密度要求
综合考虑果桑苗每亩种植约 134 株，

每株规格地径不低于 0.5-1cm，每株行距
定为2.5mx2m。

五、竞争性谈判申请人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持有有效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具有园林绿化类相关内容；

2.参加本次谈判活动前三年内，在经
营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3.本次谈判活动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六、竞争性谈判方式

（一）本次竞争性谈判采取公开邀请符
合资格条件的公司进行竞争性谈判。参与
竞谈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简介、
拟栽种果桑苗照片、拟投入本项目人员名单、
报价函（用于现场报价使用）、法定代表人的
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所有复印件均加盖单位鲜章）。

（二）最高限价按全费用包干单价1220
元/亩，竞谈申请人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三）报价程序：综合审查通过后，以现
场谈判报价最低者确定为中选人，报价采
用一次性报价方式。各申请人的参选报价
均按全费用包干单价报价，工作内容包含
但不限于：清除杂物、翻整土地、挖坑、栽植

（落坑、扶正、回填、筑水围）、施基肥、浇水、
覆土、保墒、整形、清理运输弃物、管养护、
安全文明施工等，最终栽种果桑苗面积以
竣工验收面积为准。比选申请人报价时应
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自身技术和管理
水平、经营状况，还应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
责任。

（四）若出现相同报价，则现场以抽签
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

（五）竞争性谈判地点：资阳市娇子大
道广电9楼会议室。

（六）竞争性谈判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 10：00

七、施工期、质量要求
（一）合同签订后 3 日内入场，30 日历

天内完成。
（二）管护期为 1 年，必须保证苗木

100%成活（从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
（三）按竞谈要求施工，施工过程中必

须符合安全文明施工要求，不得有扰民等
情形，竞争性谈判申请人已充分调查知悉
地块一切不利因素和信息。该费用为全费
用包干单价，任何情况不得调整单价或增
加任何额外费用。

（四）工程质量必须满足现行国家相关
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达到工程验收合格
标准。

八、发布竞争性谈判方案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资阳市城市投资有限

公司网站（http://www.zyct.net）、资阳日报
发布。

九、竞争性谈判组织
本次竞争性谈判由公司组成专项竞争

性谈判工作小组参与谈判，成员包括工程

部、财务部、办公室、经营部。工作小组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组织与竞争性谈判对象谈
判相关事宜。

十、竞争性谈判程序
（一）竞争性谈判工作小组制定谈判方

案，邀请谈判对象谈判；
（二）竞争性谈判工作小组综合评价谈

判结果，确定中选候选人；
（三）竞争性谈判工作小组形成竞争性

谈判结果报告并签字确认；
（四）总经理审核竞争性谈判结果报

告，确定中选人；
（五）竞争性谈判工作小组向中选人发

出中选通知书，并将谈判结果通知其他谈
判对象。

十一、竞争性谈判结果
通过竞争性谈判综合评价后，在保质

条件下，确定提供最低报价的公司为中选
人。

十二、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资阳市娇子大道广电大楼906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3739432077

资阳市诚兴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10日

娇子大道西延线弃土场造林项目施工(第二次)竞争性谈判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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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6 月 9 日，四川南骏汽车集团公司在
资阳市雁江区城南工业园举行瑞帅、瑞
捷新能源（纯电动）载货车品鉴会。该系
列电动载货车是公司的第四代产品，这
标志着南骏集团开启了新能源载货汽车
的新征程。

品鉴会上，来自成都等地的新能源汽
车销售商、物流商、行业代表等嘉宾、专家，
进行了试乘试驾评测并发表体验感受及合
作意愿。

据悉，南骏集团自 2016年着手开发新
能源商用车。南骏第四代新能源载货汽车
拥有南骏以30年造车经验打造出的高品质
底盘；搭配行业领先的三电系统，电池可循
环使用3000次以上，快充1小时充满，质保
5年 20万公里；采用手自一体 4挡AMT自
动变速器或桥电一体驱动，综合续航里程
272km。

南 骏 新 能 源 轻 微 型 载 货 车 有 平 板
式、仓栅式、厢式等多个品种，具有续驶
里 程 长 、品 质 可 靠 、驾 乘 舒 适 、环 保 节

能、服务良好，以及进城不限行、不限号
的优势，是城市配送和短途物流的优选
车型。 （广告）

2020年6月14日是第17
个世界献血者日。为了缓解
临床用血紧张，保障临床用
血安全，在世界献血者日即
将来临之际，6月 10日上午，
雁江区人民医院开展了集体
无偿献血活动。

“为了今天早上的献血
活动，昨天晚上吃得比较清
淡。”当天上午 8 点，雁江区
人民医院无偿献血现场，医
护人员在院领导的带领下，
排队依次填写《献血者健康
状况征询及知情同意表》、
测 量 血 压 、血 液 检 测 、采
血。看到医护人员踊跃献
血 ，正 在 上 班 的 部 分 保 洁
员、保安和病人家属也纷纷
加入献血队伍。

据了解，当天共采集血
液26200毫升。

（刘佳雨）

我院于2020年4月20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社会征集
宣传语，共收集作品 1000余条。为秉承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我院组织专家，经过初筛、复筛、初评、复评四个环
节，最终评选出入围奖三名、最终采纳奖一名。

入围奖（三名）
1、应征作品：母婴之家，生命之花。
应征者：龚大烈 联系方式：137××××0286
2、应征作品：携华西二院妙手，保资阳妇幼安康。
应征者：冯仁成 联系方式：139××××7399
3、应征作品：滋养生命，护佑万家。
应征者：杨宗勇 联系方式：199××××4563
最终采纳奖（一名）
应征作品：温慈孕产，惠和如家。
应征者：冯瑞利 联系方式：183****6768
如对采用及获奖作品有异议或发现存在侵权等问题，

请于2020年6月11日-16日公示期间向我院反映，联系电
话：028-26222079，联系人：江莲莲。请获奖者发送身份信
息（姓名、手机、身份证照片）到邮箱 757564065@qq.com，
公示结束后联系我们确认领奖事宜。

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2020年6月10日

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征集宣传语公示

截至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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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禄）6 月 10 日，2020 年全市工业企业
（项目）银企融资对接会召开。市委常委赵文峤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明、市政协副主席廖荣江出席会
议，副市长舒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市委、市政府沉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宏观经济环
境双重挑战，助力全市工业系统有力应对疫情冲击。当前，全
市工业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加大支持力度，政府部门和金融机
构要主动参与、优化服务，进一步提高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认
识，采取切实有力有效措施，缓解企业融资难，促进企业运行
持续回升向好；要切实创新金融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方法手
段，加快融资平台建设，指导企业开展多渠道融资，营造良好
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全市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会上，工行资阳分行、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银行
和企业（项目）代表签订了借款协议。

雁江区人民医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累计献血262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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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佳鹭）6月10日，省总工会副主席苗勇率慰问
组到我市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向坚守在高温一线的职工送去关
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杜德清陪同慰问。

慰问组一行先后前往资阳木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百威
（四川）啤酒有限公司、安岳县三宝鞋业有限公司等地，看望坚
守在一线岗位的职工，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品。苗勇指出，
工会是职工之家，“夏送清凉”是工会的品牌活动之一，希望各
级工会要进一步关心职工生产生活，加强对职工的劳动保护，
充分发挥工会工作的帮扶作用，尽心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资阳市党委、
政府和企业要加大对一线职工的关怀力度，按照中央省委的
要求，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有关规定，全力做好相关资金保障工
作。各企业要尽职尽责，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全力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保障一线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职工要尽力
服务企业发展，在认真做好工作的同时，关心自己身体健康，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平安快乐健康工作，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省总工会为一线职工送清凉

加强银企融资对接
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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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6月10日，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马
平带队到我市开展调研走访活动，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重
点提案督办和提案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汇报。市政协副主席
俞文祥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在资阳花瑞实业有限公司参观了毛巾生产车
间和展示馆，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和疫情期间的运行情况；走访
了雁江区迎接镇东庵村两户贫困户，了解家庭基本情况和脱
贫故事。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我市相关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就做
好提案工作以及提案信息化系统建设进行交流。调研组认为
我市提案落实有声、有结果，提案信息化系统建设颇有成效，
得到了充分应用，尤其为重点提案立案提审、交办提供了便
利。并针对促进提案信息化系统建设进一步优化升级，提出
了指导性意见。

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杜波、提案委专职副主任石敏，省总
工会一级巡视员武晓鹏，省侨联一级巡视员赵建中参加调研
和座谈会。

省政协提案委到我市走访调研
6月 8日，资阳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组织

召开松涛镇团宝村 1组地质灾害防范房屋
搬迁动员会，对团宝村1组省级地灾点群众
进行避险搬迁。

据了解，地处资阳高新区松涛镇团宝村
1组的大水沟滑坡灾害隐患点位于沱江右
岸。近年来，每逢汛期，该滑坡体均有落石
滚下，局部坡体有滑动等现象。经最新实地
调查显示，该隐患点滑坡横向宽度达800米，
轴长 125米，高差 40—50米，坡面形态呈上
陡下缓的阶坎状，含碎石粘土，影响范围约8
万平方米，属于中型土质滑坡。对当地住户

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直接构成威胁。
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新

区今年 5月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房屋搬迁
前期摸底工作，对省级地灾点团宝村1组25
处搬迁房屋进行了照相锁定、调查摸底工
作，同步编制了高新区地质灾害隐患防范
房屋搬迁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相关单位工
作职责及人员分工，安排了地灾项目推进
工作时间表等。

由于该项目属于地灾防范避险工程，
房屋搬迁后土地不会征用。为此，高新区
拟采取产权户“自愿申请搬迁方式”开展房

屋搬迁工作，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式实行
产权调换安置。6月 10日起集中开展该地
质灾害防范项目内房屋搬迁协议签订工
作，预计 5个工作日完成签约，并同步开展
资金拨付、旧房移交及拆除工作，切实保障
高新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鹏飞陈维）

资阳高新区启动省级地灾点群众避险搬迁

南骏第四代新能源载货车品鉴会举行
推出城市配送和短途物流优选车型

（上接01版）是14亿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民族地区同步迈入
全面小康的关键一役，也是当前极为紧迫的
重要任务。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
11个位于民族地区或包含民族自治地方；中
央确定的深度贫困“三区三州”都在民族地
区。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
多、困难群众多，摆脱贫困还有不少难题。这
是一场只能打赢的攻坚战，必须迎难而上、攻
城拔寨，啃下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为如期完
成脱贫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打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要在补短板、
强弱项上下功夫，对标“两不愁三保障”，兜住
特殊贫困群体民生底线，瞄准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持续发力；要在精准施策上做文章，根
据各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因地制宜、
对症下药，培育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要在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动脑筋，加大就业扶贫、
消费扶贫等力度，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不
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要在进
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上出实招，把扶贫同扶智、
扶志更好结合起来，增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奋斗
出来的。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奋进史。五
十六个民族心手相牵、不懈奋斗，就一定能用
汗水浇灌出全面小康的幸福之花，共同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全面小康，
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