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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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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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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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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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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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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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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F)1-16#商铺

九曲茶室

健身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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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曲河示范段

建筑面积
（约）㎡
1472.71

41.25

35.99

44.10

14.88

2916.54
448.37
4973.84

评估价
（元/㎡˙月）

33.00

36.00

35.00

36.00

12.00

25.00
48

招租
年限

5

3

3

3

3

5
4

投标保证
金（元）

58319.00

1782.00

1512.00

1905.00

214.00

87496.00
25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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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子琳

金风送爽桂飘香，闲倚墙角品书香，花
香书香梦更香。——题 记

每年秋至，漫步三贤校园，我都会想起
刘禹锡的那句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我因校园的景爱上读书，
因书中的优美诗句，我更爱三贤校园别样
的秋。当丹桂的清香弥漫着整个校园时，
我总会带上自己最喜爱的书，坐在桂花树
下的长椅上，任由自己在书海遨游。

犹记得，小时我不懂“书”是什么？做
小学语文老师的妈妈，总会一遍遍告诉我：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我们的良师
益友。”……当我刚刚学会拼音时，妈妈就
开始拉着我的手，一次次地教我读《安徒生
童话》，读“离离原上草”，读“人之初，性本
善”……慢慢地我懂得了“我们是吃饭长大
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渐渐地我暗下决心
要“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爱上了古诗词，在

妈妈一遍又一遍的讲解中，我觉得读诗像
品茶一样，初入口觉苦涩，但却又回味绵
长，短短的几十字，胜却千言万语；诗海浩
翰，星光弥布，仅一个“丹桂”就有无数诗家
名句，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辛弃疾的“忆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
也杯中”；白居易的“有木名丹桂，四时香馥
馥”……读着这些诗句，仿佛那沁人心脾的
桂香已萦绕鼻间。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书学习
让我又领悟到的一个道理，每每拿到妈妈
的手机玩时，我也煞有见识地浏览新闻，知
道了疫情时期有那么一大批勇敢无畏的“逆
行者”，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华儿女的骄
傲，我认识了钟南山爷爷、李兰娟院士……
我还似懂非懂地知道，你的梦，我的梦，所有
人的梦凝聚成三个字——“中国梦”！

“心似骄阳万丈光，千难万挡我去闯，
今朝唯我少年郎！天高海阔万里长，华夏
少年意气扬，发愤图强做栋梁。”朗朗读书
声响彻弥漫桂花香气的校园，是三贤学子
的铮铮誓言，也是三贤学子香香的梦！

□ 吴黄霁

《大蓬车》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引人入
胜。它热情地讴歌了吉普赛人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我特别喜欢《大蓬
车》中那种欢快的流浪生活，小时候曾经
羡慕流浪的人，听他们操着不知何方的口
音，也不知他们来自哪里，晚上到哪里去度
夜。他们不为上班的人流所驱赶，不用怕
上学迟到，更没有父母老师的管制，他们悠
然自得的步履和闲云野鹤般的神情，谜一
样地吸引年少的我。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便都不可避免地
成为人生旅途的漂泊者，每一个人的家，都不

再是心灵永久的驻地，它只是一个令人怀想
的洒满阳光的月台，或是细雨霏霏的江岸，而
我们的心灵，正负载着一叶叶舟楫，到处流浪，
到处寻觅，向着那并非墓地的灵魂家园。

想起泰戈尔的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
迹，而我已经飞过。人生无悔的境界，便浸
透在翅膀之中了。

生命仅仅一程，但是每个驿站都鲜花
盛开，享有灿烂的生命。只要不悔，在你的
生命里，流浪便是一种云海漂游，就只有真
诚、勇气和坦荡如坻。每一个人的真正生
命，都在自己灵魂的最深处。

漂泊本是我们的旅程，等到了归期，便
会有一个美丽的家园。

（一）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21日 8：00—22日 19：00。
停电线路：10kV大紫线全线。
停电原因：线路检修、通道清理及消缺。
停电范围：雁江区宝台镇雷音村，大洪村，富凉村，石牛

村，东角村，协议村，春天村 1、2、3、5 组；保和镇紫微村 1、2
组等用户。

（二）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22日 7：00—19：30。
停电线路：10kV中沱线 925开关至 10kV中沱线雁兴路

#1分支箱#1开关之间线路（10kV中沱线全线）。
停电原因：城中站配电自动化改造项目。1.10kV 中沱

线 7#杆更换开关；10kV 中沱线 12#杆柱上开关更换；
2.10kV 中沱线雁兴路#1 分支箱电缆故障指示器安装；
3.10kV中沱线 8#杆架空故障指示器安装。

停电范围：雁江区滨江大道新海岸小区、金山名苑、观
江阁、沱江景秀、锦绣金山、滨江路三段、龙泉金山，城东新
区市政环卫管理处、沱三桥、沱江新城等用户。

（三）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23日 7：00—19：30。
停电线路：10kV 中时线 931 开关后段线路（10kV 中时

线全线）。
停电原因：城中站配电自动化改造项目。1.10kV 中时

线#2 环网柜、10kV 中时线飞龙#1 分支箱安装电缆故障指
示器；2.10kV中时线#2环网柜改造。

停电范围：雁江区建设南路达高国际，九曲.南桥嘉苑，
时代阳光 A区、B区、C 区、D 区，四川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资阳市建设路店等用户。

（四）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24日 8：00—14：00。
停电线路：220kV孙家坝站：10kV孙皇线搬家公司#12

分支箱#3开关以后线路。
停电原因：孙家坝站 10kV孙皇线搬家公司#12分支箱

#3开关出线侧搭接电缆。
停电范围：雁江区皇龙路恒鑫小区、国文商住楼、资阳

移动公司（财政局）、搬家公司、市工商局家属区、市工商局
等用户。

（五）
停电时间：2020年 10月 22日 7：30—19：00。
停电线路：10kV伍义线两义村支线 1#杆#1开关。
停电原因：秋季检修，通道清理。
停电范围：雁江区石岭镇土桥村，梓桐村，两义村，义和

村，五一村 9、8、13 组，石岭村 9—12 组、两义移动基站等用
户。

备注：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便 民 信 息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 陈适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友人任安的
一封回信，文章分七段，全文近三千字，字
字血泪、催人泪下，人称“自有文字以来第
一书”。司马迁在信中，以解释不能及时
回信和不能按照任安的要求推荐贤良人
士为引线，一吐心中郁闷和志向，详叙了
无辜而蒙奇冤的不幸遭遇，抒发了惨遭宫
刑之后蒙羞含辱的愤懑心情，概举出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指出了困难
和逆境中，信念的指引、意志的支撑和榜
样力量的作用，坚定地表达了为完成撰写

《史记》的宏伟理想而不能自杀、甘愿受辱
的顽强意志。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
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著
名论断。

读罢原文，身若当时，心情悲苦、苦而
转哭、哭中深思、思而弥坚，让人在骤然间
冷静下来去叩问自己的内心、去思寻并锁
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激励人以咬牙之态奋
进，在实践中探讨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

读了《报任安书》，反观自身，突然发
觉我也到了追问生命价值的年纪。再不
追问生命的价值，自己的生命“可能真的
就没什么价值了”。人都是要死的，我们
都需要追问为什么而活着。是当个“米
虫”动一阵子，管他明天和意外哪个先
来？还是，当个有精灵的“石头”，在人世
间走一遭，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有

方向有指引地赋予这一生的意义？
读了《报任安书》，我觉得自己真的需

要有一个稍稍远大一点的目标，一个依存
于现世，又对现世有一点超越的目标，来
引领和鼓励自己前行，来支撑我的心灵在
逆境甚至困境中坚持。当然，我也需要榜
样的力量，文王、仲尼、屈原……还有近
的、眼前的那些勤奋坚韧的人。

《报任安书》启发我，在奋斗的路上要
有韧劲，不要期望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的
成功”都是小成功，或者说是在人生意义
上算不上成功。如果人一生从未感觉到

“难”、从未干几件难事——那是因为选择
了“平路”甚至选择了平庸。要让自己在
世上去磨，增强自己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
力，让过程支撑未来，干难事必有所得！

《报任安书》启发我，探讨生命的价值
和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实践问题。人是社
会的人，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注定不是
独立进行的，注定依存于一定的环境，注
定从属于某一个群体。如果要选一个群
体融入去探讨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她
所从事的事业正义远大而又符合当下人
民的利益，她能教会我知识、训练我技能、
给我平台、给我鼓励，让我有方向、有目
标，并愿意为之坚持，她也能给我以约束、
以鞭策，让我不致惰怠、甚至越界。

尼采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
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一个
人只有去追问和探讨生命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才能实现更好的社会价值和自我
价值，才能过“经过省察的人生”。

那锥心的痛是最深沉的力量
——读《报任安书》有感

花香·书香·梦更香

读《大蓬车》有感

本报讯（贺紫涵 李虹蓓）为进
一步推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宜商宜学的市容环境和人居环境，
10 月 14 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在
雁城乐山商业银行广场启动了市
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向乱停乱
放、占道经营、沿街叫卖、擅自张贴
散发小广告等城市乱象发出最后

“通牒”。
据悉，近段时间市民反映强烈

的市容环境秩序问题主要集中在
共享单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流
动摊贩沿街销售、占道经营，公园、
广场噪音污染，违章违建等方面。
为恢复城市良好秩序，彻底遏制乱
象反弹，城管执法人员将严格按照
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要求，切实落实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整治，精准发
力解决群众诉求，持续改善城市环
境，并以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为契
机，巩固整治成果，形成常态化机
制，让城市更加规范有序、畅洁绿
美。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市
“地摊经济”不断发展，虽然为城市
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但也对环境
卫生和市容市貌造成极大影响。
为此，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在主城
区设置了 24 处便民疏导点和 6 处
以车贩卖疏导点，并将这些点位的
具体位置、容量等信息印制在通告

上发放给市民，以此来规范摆摊设
点行为，从根源上杜绝散乱摆摊现
象。

据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执法管
理科副科长彭聪介绍，我市在主
城区设立了几十个便民摊区，对便
民摊区进行了细分类并免费向商
贩开放，但商贩须在城市管理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定时定点不超区域
范围进行摆摊设点，合理经营。

此次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将持续到本月底，重点针对未在规
划的便民疏导点位经营的流动摊、
以车贩卖；未在指定划线区域乱停
乱放的共享单车、非机动车；未经
审批的户外广告、流动广告、牛皮
癣广告以及其他影响市容秩序的
乱象进行集中整治。整治将分为
两个阶段，前期以宣传、教育、劝导
为主，后期将对不听劝导、不遵守
城市管理规定的商贩及乱停乱放
的非机动车采取处罚、拖移车辆等
强制执法措施。

截至笔者发稿时，市城管行政
执法局已对 10余辆未停放在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的非机动三轮车、电
瓶车进行了拖离处理。车主需凭
身份证、购车发票等到市城管行政
执法支队接受教育，并将违规停放
一事发微信朋友圈，以告知和警示
他人，积攒 20 个点赞后才可取回
车辆。

七、普查组织实施
（一）全国统一领导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

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
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实施。

（二）部门分工协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对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三）地方分级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

导和组织实施本区域内的普查工作。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设立人口普查小组，协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动员和组织社会
力量，做好本区域内的普查工作。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可以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借调，也可以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社会招聘。借
调和招聘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四）各方共同参与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人口普查
条例》的规定，参与并配合普查工作。

八、普查质量控制
普查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

和问责机制，确保普查数据可核查、可追溯、可问责。国务院人口
普查办公室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普查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有关工
作。地方各级普查机构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普查数据质量
负总责，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各级普查办公室
必须严格执行各阶段工
作要求，保证各阶段工作
质量达到规定标准，确保
普查工作质量与数据质
量合格达标。

（未完待续）

我市启动主城区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向城市乱象发出最后“通牒”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连载三）

“爱生活，会阅读”，2020“天府书展”如期而至。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打造“书香资阳”，前期我市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得到广
大阅读爱好者积极响应，涌现出不少读书心得佳作。在“天府书展”活动
期间，本报将陆续选登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拖离未停放在划定区域的非机动车。

弘扬统计法治理念 营造依法统计环境

99

截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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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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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导占道经营人员撤离。向商户进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