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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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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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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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序号

1

2

3

4

5

6

标的物名称

商业文化广场
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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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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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区

时代阳光小区
C区

时代阳光小区
D区

九曲一号小区

建筑面积
（约）㎡
1472.71

41.25

35.99

44.10

20.72

2916.54
4531.31

评估价
（元/㎡˙月）

33.00

36.00

35.00

36.00

12.00

25.00

招租
年限

5

3

3

3

3

5

投标保证金
（元）

58319.00

1782.00

1512.00

1905.00

298.00

87496.00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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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招租公告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丰裕镇深入
谋划产业布局，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稳
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了以柑橘为主导、加工
物流仓储为延伸、休闲旅游为融合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业态。

自动化清洗、抛光、分级流水线，通过冷链物流，可实
现鲜果反季节销售……目前，丰裕镇已引进和培育蒲阳
果业等市级龙头企业以及晶品果业、半月果业等加工企
业 10 家。通过建设商品化处理中心及冷库仓储设施，全
镇冷库贮藏保鲜能力达到 3600 吨以上，日处理柑橘鲜果
能力达到 1000 吨以上，柑橘预冷率达 80%以上，产地初
加工率达 81%。通过加工企业带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旋挖机和振动锤配合着在地上打出了一个个深坑，旁
边的吊车再把钢筋吊入其中，最后再浇筑进混凝土……为
了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在丰裕镇出场口的方山村 12组，

一个占地200亩的冷链物流园正在加快建设中。
据悉，雁江区丰裕冷链物流园设置有加工配送、冷链

储存、交易展示等功能区，包括分洗捡车间、冷藏车间、粗
加工车间和深加工车间。该冷链物流园建成后，30间冻
库能储存 6000 吨鲜果，年产值达到 5000 万元，并且能提
供 200余个就业岗位。

“目前，一期项目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70%左右。”雁
江区丰裕冷链物流园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期项目预计年
底竣工投用。

下一步，丰裕镇将依托柑橘优势主导产业，抓项目促
发展，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按照基地规模
化、产业融合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园区景区化的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理念，将优质柑橘生产、产品加工、冷
链物流、科技研发、乡村旅游等功能载体融合在一起，全
面建设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凝心聚力抓项目
建设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丰裕镇

白天参观柑橘博览园，体验摸鱼、钓小龙虾
等趣味活动；傍晚在船上一边吃火锅，一边欣赏
荷塘月色；吃完晚饭，再到户外观看实景演出，然
后入住特色民宿……丰裕镇高洞村农旅融合示
范点国庆节开园后，市民就能在此体验吃喝玩乐
一站式旅游。

近日，记者来到高洞村8组时，看见施工方抢
抓晴好天气，上足机械和人力，为示范点圆满竣工、
国庆投入运营作最后的冲刺。

同时，记者看到，拥有全球 64个优良柑橘品
种的柑橘博览园已完工，园区内柑橘树长势喜
人，有的结满了果子；高洞食堂主体已完工，工人
正在为周边的绿化打造做准备；“船说”火锅店的
船架体已全部完成，过几天就可以在里面涮火锅
了；贴砖、喷墙漆、搭建水幕……示范民宿里，工
人更是干得热火朝天。

开园时间临近，如何在抓速度的同时抓质
量？丰裕镇政府主动对接施工方和村上，一旦发
现困难及时研究，制定对策，全力以赴抓好各项
工作；在监管方面，将责任落实到人头，加强督
查，不折不扣地完成工程中的每个节点，确保国
庆顺利开园。

据了解，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点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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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区等为一体的中国丘区农旅融合示范村。

将柑橘产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打造集种
植、科研、加工、旅游、休闲一体的现代化柑橘产
业发展基地，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点项目将成为
带动丰裕镇全面建设农业产业强镇、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新标杆。

机械轰鸣，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作人员在不同的岗位
上各司其职……当天，记者在丰裕镇方山村成自高铁卓
家堰双线大桥施工现场，看见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据了解，成自高铁是我省第一条设计时速为 350 千
米/小时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京昆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阳段约 20公里，丰裕镇境内就
占了 10.11公里。

4月 20日，资阳段首根桩基灌注任务在卓家堰双线大
桥施工现场完成，标志着成自高铁资阳段工程进入实质

性施工阶段。为保证成自高铁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丰裕
镇镇村干部、全体职工都参与到征地拆迁工作中。

记者了解到，成自高铁丰裕段的建设过程中，该镇
只用了 10 天时间就完成了 600 多亩地涉及 31 个组的征
地拆迁工作，为后续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目前，成自高铁卓家堰双线大桥已完成工程的40%，预
计明年9月正式架梁，为保障成自高铁2023年底全线通车
提供有力支持。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成自高铁建设有序推进

一二三产业“深融合”

200亩冷链物流园年底建成投用

农旅融合促“新发展”

高洞村示范点拟于国庆开园

本报讯（贾雪苓 李小凤）近日，2020首届“数字四川”创新大
赛晋级决赛名单出炉，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员工刘建华以算法对抗
赛道排名第一的好成绩成功入围。

据悉，此次大赛由省大数据中心、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共同主办，
以“数据创新四川 开放连接全球”为主题，面向全球、全社会开放，
参赛选手不限年龄、国籍、专业和所属院校。共计 2386支队伍参加
比赛。

大赛分为创新应用赛和算法对抗赛 2个赛道，刘建华主攻算法
对抗赛道中的位置信息识别赛题。在该项比拼中，选手们通过建
模、算法设计最终实现从新闻、事件或通知的文本中识别出位置信
息，并且通过与标准地址库匹配预测定位经纬度，考验参赛队伍算
法对于位置信息识别定位的精准性、时效性及创新性。

大赛初赛于 6月开始，共 200支队伍进入复赛。复赛从 7月 20
日开始，于 8月 20日凌晨结束，前 5名进入决赛。“以第一的成绩晋
级决赛，让我备受鼓舞。但是，决赛的比拼会更加激烈，压力也会
更大。”提及决赛准备工作，刘建华表示，将在公司的全力支持下，
更加细心地“备战”，努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点赞！
资阳电力公司员工

入围“数字四川”创新大赛决赛

成自高铁建设现场。

“船说”火锅店。

示范民宿装修中。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资阳市市属国有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投资、建设、管理；
市政公用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建筑；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开发经
营；建筑劳务分包；土地整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休闲
观光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疗养服务等。因项目建
设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7名，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
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项目经理 2名、技术负责人 2名、施工员 2名、安全员 1名。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事业

心和责任感强。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
2.为人正派，遵守职业道德，具备正常履行所应聘岗位职责

的个性、心理素质和身体条件；
3.大专及以上学历；
4.年龄 55岁以下；
5.条件特别优秀的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和年龄条件。

（二）专业条件
1.项目经理岗（市政公用工程类2名）：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市政
公用工程类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相关专业执业资格证和建
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2）具有8年及以上市政施工管理经验；
（3）具有3个及以上相关岗位项目业绩。
2.技术负责人岗（市政公用工程类 2名）：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市政
公用工程类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相关专业执业资格证；

（2）具有 10年及以上市政施工管理经验；
（3）具有3个及以上相关岗位项目业绩。
3.施工员（市政专业2名）、安全员（1名）：

（1）取得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安全员须具备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C证）；

（2）具有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三、薪酬待遇
按资阳本地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及施工人员的市场化薪酬水

平约定薪酬待遇。
四、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按程序组织实施，即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综合测

评、确定聘用人员、招聘结果公示、入职体检、录用。
五、报名方式
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及上述招聘条件者，方可报名。采取网

上报名和现场报名两种方式。
（一）网上报名。请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如实填写《资阳市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开招聘人员报名登记表》，并附个人近
期2寸彩照以及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相关职称证书等材料的
扫描件。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者将相关材料打包发至邮箱
646619686@qq.com。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9日17:00。

（二）现场报名。请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到资阳市城投公
司人力资源部领取《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开招聘人
员报名登记表》如实填写，并附个人近期 2寸彩照以及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相关职称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每人限报一
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0年 9月 9日 17:00。（联系人：张女
士，电话：15775139118）

六、其他
应聘人员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

一经发现，即取消应聘资格。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9月3日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人员招聘公告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这些摊摊好久营业哦？”近日，在雁城
大东街支巷新挂牌命名的“民生巷”内，一位桂花井社区老人关切
地向该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成玉询问“民生巷”开张营业情况。

据悉，为缓解受疫情影响的桂花井社区困难居民生计问题，
桂花井社区干部于今年 4月开始谋划打造“民生巷”，此想法得到
了资溪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通过前期摸底调查、召开居民
代表会、收集居民意见、联系消防城管等部门（单位）实地考察后，
开始实施打造。

走进“民生巷”，记者看到，巷内有 16个便民摊亭和 4个露天摊
位。江成玉介绍，辖区居民可在这里摆摊，售卖水果、坚果、凉粉凉
面等商品，但必须做到不扰民、不污染环境。

“以前这里停满了车，外面大东街又有困难群众临时摆摊设
点，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民生巷’的打造则通过疏堵结合的方
式，较好地解决了基层治理难题。”江成玉如是说。

桂花井社区打造“民生巷”

解决弱势群体就业难题
提升背街小巷环境质量

□ 本报记者 黄智微

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点拟于国庆开
园，成自高铁建设现场如火如荼，雁江区
丰裕冷链物流园年底建成投用，瑞欣环
保节能新材料项目已完成土地征收即将
入场开工......

当前，在全市抓项目促投资百日大
会战的重要阶段，雁江区丰裕镇也在项
目推进上铆足了劲儿。该镇通过聚焦重
点项目，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全
面建设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和“魅力四乡”
新丰裕提供强大的支撑与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