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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标的物名称

商业文化广场4号楼

时代阳光小区2(F)1-36#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2(F)1-37#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4(F)1-12#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5(F)1-11#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11(F)1-16#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12(F)1-16#商铺

九曲茶室

合计

建筑地址

九曲河示范段建南桥头

时代阳光小区A区

时代阳光小区A区

时代阳光小区B区

时代阳光小区C区

时代阳光小区D区

时代阳光小区D区

九曲一号小区

建筑面积
（约）㎡
1472.71

44.74

41.25

35.99

44.10

20.72

14.88

2916.54

4590.93

评估价
（元/㎡·月）

33.00

35.00

36.00

35.00

36.00

12.00

12.00

25.00

招租
年限

5

3

3

3

3

3

3

5

投标保证金
（元）

58319.00

1879.00

1782.00

1512.00

1905.00

298.00

214.00

87496.00

备
注

为丰富城市商业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九曲河综合整治工程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九曲河沿岸
部分商铺进行公开招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名称、地址、面积、评估价等情况（见下表）：
二、租赁方式：现状出租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条件：具有资金实力的企业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2.报名资料：企业需提供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

需加盖单位公章）；如出现授权行为，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日起。
4.报名地点：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天缘大楼B座三楼（佳香坊楼上）。
四、开标时间：2020年8月28日9时（暂定，以电话通知为准）。
五、招租形式：不低于评估价，价高者得。
六、咨询电话：028-26601997。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九曲河沿岸部分商铺第三次招租公告

12315
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Ziyang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截至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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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电话：
资阳市：110

028-26559336
雁江区：028-26925829
高新区：028-26095130
安岳县：028-24536821
乐至县：028-23322146

邮寄地址：资阳市雁江
区车城大道 366 号（资阳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核查
中心）。

邮政编码：641300
电子邮箱：zysshb@tom.

com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本报讯（唐翰英 陈少田）8月12日，乐至县总工会组织该县部
分劳模代表，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理论武装
头脑。

近段时间以来，乐至县以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作为重要抓手，通过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
学习宣传，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持续营造浓厚学习氛围、筑
牢思想基础，激励乐至人民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劳模们纷纷表示，要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汲取其中
的精神要义和深刻内涵，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走前头、作表率，为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本报讯（杜佳睿）近年来，乐至县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重
要的民生工程，坚持“一把手”主抓、“一条线”贯穿、“一体化”推
进，扎实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广大群众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显著提升。

坚持“一把手”主抓。始终坚持把创建工作定位为“一把手”
工程，建立了县委书记、县长任双指挥长的创建指挥部，组建 10
个由县相关领导任组长的工作推进组，实行全体县级领导、县级
部门包联社区创建工作责任制，落实“纪检部门专项督查、创文办
常态暗访、群众24小时举报”督查机制，建立健全“1+10+N”工作
体系，创建任务细化到人、分解到点、序时到位，形成了全员动员
的工作新格局。

坚持“一条线”贯穿。始终坚持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线，持续开展乐至好人、文明家庭等推荐评选活动，
涌现出中国好人 2 人、省道德模范 4 人、四川好人 31 人、省文明
家庭 3个；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突出“帅乡志愿·有
你有我”品牌打造，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县近 4 万名志愿者深
入一线开展政策宣传、社区防控等志愿服务，常态开展“创建在
行动”“好人在身边”等主题宣传活动，塑造出崇德向善的文明
新风貌。

坚持“一体化”推进。始终坚持将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管
理同步推进，不断加大民生领域基础建设投入，娑婆山公园、博骏
公学建成投用，市民“300米购物计划”“500米休闲计划”深入实
施；突出整治影响市容市貌的顽疾，深入开展城乡环境、交通秩序
等“十大”攻坚行动，完成主次干道路面整修、背街小巷道路改造
3.9万余平方米，合理新增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近5000个；依
托“陈毅故里·绿色乐至”文旅品牌，荣获中国最佳品质旅游县，市
民群众幸福感、归属感、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树立起宜居宜业的城
市新形象。

乐至县组织劳模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乐至县“三个坚持”显成效

（上接01版）争取各类资金改善饮水条件
贫困户 38户，人居环境整治院坝硬化贫困
户20户，跑风漏雨修缮贫困户15户。朝阳
镇全镇共完成贫困户C、D级危房改造723
户，完成贫困户住房跑风漏雨整治 67 户。
如今，朝阳镇人居环境得到改善，村民的生
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产业兴旺
村民多了致富路

“想致富，先修路。乡村道路宽了赶场
方便，像我家里卖柠檬，去年四五万斤，汽

车开到坝坝里就给我拉走了。”莲洞村村民
梁恩杜告诉记者，随着乡村公路建设，村里
的产业也发展起来了。

在莲洞村 16亩的平地上，一个现代化
的养猪场即将完工，这是莲洞村温氏家庭
合作农场。上层养猪，下层通过耙粪机把
猪粪收集到发酵床发酵，一部分可以作为
有机肥料出售，另一部分通过二次沉淀排
放到田里。猪场配套建设了 400 亩种植
园，完全可以将猪场排泄物消化掉。这样
生态环保的循环模式为该村的可持续发展
开了个好头。

“养猪场投产后将每年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 30 万元的收益。这些收益，在脱贫
攻坚期间全部由贫困人口享受，脱贫攻坚
结束之后，全体村民都能享受。”朝阳镇副
镇长谢开富说。

同一时间，在黄金村的有机水稻种
植园内，800 多亩的有机水稻长势喜人。
这些有机水稻属于高产高品质品种，连
续多年被省级农业部门肯定，在市场也
获得热销。

据黄金村村支书石军介绍：2016 年，
这里被业主承包，土地流转费 40 多万元，
每年在这里打工的村民有 500 多人次，提
供的务工费大概 10 万元。仅仅一个有机

水稻种植园，就让黄金村村民得到了不
少好处。

除了有机水稻，黄金村藤椒产业园和
水果种植园等 200亩以上的农业产业园蓬
勃发展。该村第一书记田志刚告诉记者，
每年贫困户及普通村民从产业园获得的
土地流转费和务工工资就达到了 16.4 万
元，村集体经济还有 27500元的保底收益。

围绕贫困户“五大活动”和“六个一”措
施精准发力，朝阳镇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增加贫困
农户收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群众乐享新生活

本报讯（王晓龙）近日，笔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获悉，
2020 年上半年，资阳全市新申请商标 1914 件，新注册商标 1102
件。目前，全市有效商标注册量 10919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
24.7%，较去年底增长8.92%。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不断加强对商标品牌的培育，优化服务环境，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取得明显成效。

我市有效商标注册量达10919件

本报讯 近日，乐至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专题宣讲报
告会，干部职工聆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

报告会上，乐至县“帅乡名嘴”宣讲团成员、通世达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鹏程，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自己经商办企业的切身经历出发，向职员们
分享了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并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2019年被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美容化
妆品业商会授予“模范会员单位”；2015—
2019年被乐至县市场监管局授予“年度诚
信守法个体工商户”……走进乐至县新倩
兰美容商贸中心，满墙的荣誉看得人眼花
缭乱。

24 年前，几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小女
孩，怀揣着干出一番事业的美好理想走到

一起，成立了当时只有 20平方米的新倩兰
美容化妆品经营店铺。24年来，店铺始终
坚持诚信经营，为顾客提供贴心真诚的服
务，不仅收获了荣誉，更赢得了市场，形成
了如今拥有3家店铺、经营面积400余平方
米的新倩兰美容商贸中心。

据中心负责人唐华介绍，新倩兰刚刚
成立时只有化妆品和一些简单的面部日常

保养和护理。但她坚信，随着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美容行业会越来越专业和规范，也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美容行业。
为了保证店内产品质量，中心每种新产品
的引进，都是老板、员工先试用，保证了产
品的安全性，让顾客可以放心使用。

据了解，目前，新倩兰美容商贸中心拥
有 20 年以上的老顾客 85 人、10 年以上的

126人、5年以上的312人，这些老顾客的不
离不弃是对中心的充分肯定。

乐至开展主题宣讲

用新思想武装企业职工头脑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白天参观
柑橘博览园，体验摸鱼、钓虾等趣味活
动；傍晚在船上一边吃着火锅，一边欣
赏窗外的荷塘月色；吃完晚饭，再在户
外观看一场实景演出，夜晚入住独具
特色的民宿……这是近日，记者在雁
江区丰裕镇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点打
探到的“旅游攻略”。

“高洞村正在打造的农旅融合示范
点，集休闲游乐、主题公园、运动康养等
为一体。”资阳市蜀乡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产业部部长秦磊告诉记者，示范点已
完成柑橘博览园、高洞食堂、核心区数
字管理平台、72户民房风貌改造等项目
建设，预计国庆节将开园迎客。

记者在高洞村 8组看到，“船说火
锅店”正在进行船架体施工；旁边池塘
里粉嫩的荷花已经盛开；示范民宿和
高洞食堂的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行
室内装饰装修。不久的将来，文章开
头那一幕就将成为现实。

和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点一样，位
于雁江区保和镇的晏家坝村农旅融合

示范点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我们开这个旅馆是为了方便周

边的游客有时间可以在这里休息，顺
便也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情况。”晏家
坝村 4组村民李传英十分期待示范点
早日开园，“到时村里肯定会变得更加
漂亮，游客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
也会越来越好”。

记者在示范点看到，生态停车
场、村民广场已建设完成，采摘园里
金手指、夏黑、醉金香等十余个品种
的葡萄挂满枝头，农夫集市、三崇堂、
晏家十二院、乡愁巷等特色景点正在
加快建设，王静池农民艺术馆、东峰
剪纸馆等企业（名人、名家）已开始陆
续入驻。

项目经理陶伟告诉记者，晏家坝
村农旅融合示范点核心区域的风貌打
造已经接近尾声，预计 9 月底全面竣
工，将于国庆节开园。此后，还将继续
打造翠竹雅居民宿、大田景观带等景
点，引进酒店、咖啡店、酒吧、电影院、
博物馆等产业，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

更多方式。
据悉，今年 4月，市委农村工作会

议暨农旅融合示范点建设现场推进会
召开，提出将实施乡村振兴三年攻坚
行动方案。其中，在实施农旅融合工
程方面，将用两年时间高标准建设 5
个农旅融合示范点，辐射带动全市农
旅融合发展。

除了高洞村和晏家坝村外，其余
3个示范点分别是羊叉河、卧佛村、仁
里村农旅融合示范点。其中，羊叉河
示范点已启动建设川中农耕文化展
览馆等项目，卧佛村示范点完成首批
建设项目地勘，五个节点景观已启动
建设；仁里村示范点启动建设区域内
户厕改造工作，环形村道项目已开工
建设。

我市加快建设5个农旅融合示范点

晏家坝村和高洞村示范点国庆开园

5个农旅融合示范点这样打造

晏家坝村示范点项目以“乡村·公园·社区”为主
题，规划建设“一个乡村公园、两条环线绿道、三大特
色产业先导、四大田园社区”的党建引领型乡村振兴
示范村。

高洞村示范点项目以“橘乐高洞，旅居福地”为主
题、现代化柑橘产业为支撑，建设集沱江休闲游乐带、
乡村农业公园、主体农庄发展区等于一体的中国丘区
农旅融合示范村。

卧佛村示范点项目依托始建于唐朝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卧佛院，建设鹿野谷论坛会议区、境
心谷高端禅修酒店区、竹溪谷度假物业区、水月集禅
意主题商业街区、卧佛院石刻古迹区，打造禅养旅居
度假目的地。

仁里村示范点项目以“空港·村落·农庄”为主题，
规划建设商田花开、稻田房子、耕读田园等12个主题
农庄，打造空港带动型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型示范村。

羊叉河示范点项目依托陈毅元帅故里，打造红色
文化轴、羊叉河田园风光带，包括门户景观区、农业文
化创意区、主题核心拓展区、原乡生态度假区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践行

24年诚信经营 顾客与她们不离不弃

多知道点晏家坝村示范点农民艺术馆。

高洞村蜈蚣山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