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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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1版）共享人大工作经验”六个协作形式和“主任座谈会制
度、秘书长沟通会商制度、工作推进落实机制”三个协作机制。四
市人大常委会将按照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有关工作安排，聚焦以
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创新协同开放共进、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统
一市场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便民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重点
领域，在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代表等方面，深入开展交流协
作，为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成德眉资四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出席签约仪式。

（上接01版）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始终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权，完善
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制约，履职尽责勇于担当，切实
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水平，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坚定不
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坚守清廉从政底线，始终做到廉洁自律、一
身正气，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在“糖衣炮弹”面前要守得住清贫，在人声
鼎沸中要耐得住寂寞，时刻绷紧党风廉政建设这根弦，始终保持政治
定力、发展定力、清廉定力，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为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提供坚强保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丹，副市长刘廷安、吴宗权、吴勇、许
志勋、周月霞，市政府一级巡视员周齐铭，市政府秘书长孙智出席
会议。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佳雨）7月 30日，我市举行“资阳俊才卡”发
放仪式，向74名来自我市各行业的高层次人才发放首批“资阳俊
才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宇出席仪式并讲话。

“资阳俊才卡”是一张专门为在资优秀人才定制的“荣誉卡”
“服务卡”，持卡者可享受政务服务、子女入学、医疗保障、交通出
行等8大类28项服务事项。周宇指出，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人
才优先的发展理念，“资阳俊才卡”既是市委、市政府对专家人才
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桥梁和纽带。希望各位
专家人才扛起资阳建设发展的责任担当，立足本职岗位，创新创
业创造，在各自领域发挥带头作用，引进培育青年人才，推出更多

“资阳造”，创响更多资阳品牌。我市将继续深化人才体制改革，
创造条件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创造，为大家提供更为优质、贴心的
服务保障；落实好子女入学、医疗保障、家属就业、交通出行等定
制服务，解决好专家人才的后顾之忧。

仪式结束后，开展了高层次人才健康讲座。国家注册心理咨
询师吴兆华以“职场人员的心理健康与压力调适”为题作了分享。

保持定力勇于担当
廉政修身一心为民

建立助推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工作协作机制

我市向74名高层次人才
发放“资阳俊才卡”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新浪@资阳日报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E-mail：zyrbchanghong@163.com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
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
增价方式有底价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应

于 2020年 7 月 31 日至 8月 20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到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702室）获
取拍卖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我
委于 2020年 8月 20日 10时组织申请人
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0 日 16 时（以竞买保证金
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
产交易中心将在 2020年8月20日17 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
会定于 2020年 8月 21日 10时在资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
街12号2楼）举行。

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四个账户均可缴纳）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号：22735001040024978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资阳世纪广场支

行
账号：122614803181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号：51050168730800000867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阳分行
账号：2312488129201280679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心（娇子大道二段 118 号资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702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28－26379070（资阳市

土地矿产交易中心）
028－24044853（资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临空经济区分局）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7月31日

宗地
编号

2020-
临A-1

2020-
临A-2

2020-
临A-3

2020-
临A-4

地块
位置

雁溪湖
综合服
务组团

雁溪湖
综合服
务组团

雁溪湖
综合服
务组团

雁溪湖
综合服
务组团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24942.3

23675.1

75848.6

37184.8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12434.2

12508.1

32896.7

26683.7

16268.2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

城镇住宅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

医 疗 卫 生 用
地、社会福利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体
育用地兼容零售商
业用地

城镇住宅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

旅馆用地、零
售商业用地和城镇
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且
＜2.9

＞1.0且
＜2.9

＜2.0

＞1.0且
＜1.5

＞1.0且
＜1.5

＞1.0且
＜1.8

≥1.0且
≤2.5

建筑密度(%)

＜35

＜35

＜50

＜28

＜30

＜30

≤35

绿地率(%)

＞25

＞25

＞25

＞35

＞35

＞35

≥30

建筑高
度（m）

＜80

＜80

＜24

＜48

＜27

＜36

≤80

商业建筑比例
（%）

＞20且
＜30

＞20且
＜30

＜40

＜2

＜2

＜2

≥30且≤50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
用地 70 年，零
售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40年

医疗卫生
用地、社会福
利用地、文化
设施用地、体
育用地 50 年，
零售商业用地
40年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零售
商业用地40年

旅馆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40年，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拍卖起叫价
（万元）

6400

3080

24000

81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80

616

4800

1626

备注

该宗地主要用于人才公寓建设。修建的人才公寓住房建
筑面积的40%由政府租用；人才公寓住房建筑面积业主单位自
持不低于30%（不含政府租用部分）。政府租用的人才公寓，其
租金由土地竞得者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按市场价评估并报资
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审定。租赁期间，年租金价格涨幅
一般不超过5%。

该宗地为社区综合体建设，需配建建筑面积≥28410.2 平
方米的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机构等公共配套
设施，且只能由政府租用，土地竞得者不得销售。公共配套设
施用房的租金由土地竞得者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按市场价评
估并报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审定。租赁期间年租金
价格涨幅一般不超过5%。土地竞得者须承诺对政府租用的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房先期建设，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房
主体完工后方可进行商业用房的预售。

该宗地须按照全装修成品住房进行建设。

该宗地须建一座五星级酒店，地上建筑面积不小于30000
㎡，酒店由土地竞得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饭
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4308-2010）中五星级酒店的标
准和国家规范要求建设。酒店须由土地竞得者整体自持，在出
让年限内不得分割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变相转让。酒店主体工
程开工达到正负零后，允许该宗地商品用房预售，预售资金需
缴入银行专户，接受管理部门监管，确保酒店建设同步推进。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资临空管告〔2020〕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资阳市临空经济区雁溪湖综合服务组团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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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028-26656119

要闻

治理内容
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

建筑企业资质审批方面突出问题
医疗卫生行业突出问题

医保系统突出问题
人防系统突出问题

上述5个项目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象违纪违法问题

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医疗保障局
市人防办

市纪委监委机关

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电话：028-26080330
电话：028-26110231
电话：028-26110925
电话：028-26110613
电话：028-26731056
电话：028-12388-3

网址：http://www.zydi.gov.cn/

按照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当前我市正在开展工程招投标、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大处方、泛耗材”、人防工程监管等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监督举报和反映
问题方式如下。

资阳市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监督举报方式

（上接01版）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
稳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
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
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
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
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

企业。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
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
策形成集成效应。

会议要求，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健全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强化医
疗卫生物资储备，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克服疫情影响，
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要着眼长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
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

项目实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
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要全力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要更大力度推
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
境，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继
续扩大开放。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促进资本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要做好民生保障，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
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强化外出农民工就业
服务，引导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要加大脱
贫攻坚力度，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要继续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实施一批长江、黄河生
态保护重大工程，落实好长江十年禁渔。要
抓好应急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要有力组织
防汛救灾，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汛，
精心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决定10月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上接01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

沪宁、韩正出席座谈会。李克强通报了上
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中共中央
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
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
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
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李卫先后发
言。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
势的分析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高度
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取得的
突出成就，并就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持宏观调控战略定
力、做好前瞻性政策储备，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多措并举确保我国产
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强化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科技支撑，开
发就业岗位，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打
造企业新生态、推动小微企业发展，加强投

资管理、提高投资效益，稳步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等提出意见和
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刚才，大家在发言中
充分肯定了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就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
经济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意见，我们
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今年伊始，我们就面临
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决策部署，引导广大成员积极投身医
疗救助、科研攻关、捐款捐物、复工复产、
建言献策等各项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
贡献。大家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围绕“积
极 推 进 改 革 创 新 ，激 发 经 济 发 展 新 动

能”、“提升治理效能，保障改善民生”等
方面，通过委托地方、运用信息化手段等
方式灵活开展调研，努力把情况摸清、问
题找准、对策提实。特别是面对疫情给
脱贫攻坚提出的“加试题”，各民主党派
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掌
握第一手资料，听取第一线声音，认真开
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现在疫情防控局势平稳，
经济运行基本恢复，三、四季度要乘势而
上，巩固扩大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努
力弥补上半年的损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确保宏观经济政策落地见效，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大
力度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民生保障和防汛救援工作，维护社会
稳定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要全面、辩证、
发展地看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
战，引导广大成员坚定信心决心，为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二是聚焦目标
任务，聚焦中共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发挥各自特
点优势，发挥各级组织和各方面人才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统筹用好各类人才资源和
专业智库，提出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
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三是要
加强思想引导，引导广大成员正确认识对
待深化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
题，正确认识对待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挑
战，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
工作。

丁薛祥、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捷、何
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
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
君、李钺锋、黄荣、王梅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