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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保计划系列政策宣传（四）

十一、断缴社保费对退休后的待遇有何影响？

当前，一些参保人员认为缴费满15年后就可以不缴费
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做会使自己退休待遇受到影响。《社
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方可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这一规定只是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
月”领取养老金的基本条件，并不是说缴费满15年后就可以
不再缴费了。现行养老金计发办法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
应，即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高，缴费额越多，退休后享
受的养老保险待遇就越高，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参保人员不
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因此应慎重选择是
否中断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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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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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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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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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招租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0年
12月8日上午11时30分在资阳
市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现状拍卖：

一、标的情况：
1、安岳县岳阳镇奎星路182

号 2 幢 4 层 402 号成套住宅，建
筑面积101.60㎡，起拍价：27.84
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2、安岳县岳阳镇建设街5层
501号成套住宅，建筑面积53.42
㎡，起拍价：10.17 万元，竞买保
证金：5万元。

3、安岳县岳阳镇奎星路182
号 2 幢 1 层车库，建筑面积 66.1

㎡，起拍价：9.92万元，竞买保证
金：5万元。

二、标的现场展示，有意竞
买者，请持身份证原件和保证金
缴款凭证于2020年12月7日上
午9时至下午5时到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安岳县支行大厅办理报
名手续。

现场展示电话：
胡先生18982963780
咨询电话：
杨先生1398295022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岳县支行
资阳亚华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拍卖公告

十二、个体参保人员可以补缴吗？

根据《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政策规定，个体参保人员不得
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不得办理补缴。因此，
个体参保人员必须在本年度内缴纳当年度的养老保险费。

注：目前，按川人社办发〔2015〕158号规定：《社会保险
法》实施（2011年7月）前已在我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个体参保人员（含已依法破产或已注销等原用人单位已
不存在的下岗、失业人员），在 1996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期
间，存在中断缴费年限的，可由个人选择以办理补缴手续时
我省上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100%为
缴费基数，20%为缴费比例，一次性补缴中断缴费年限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一次性补缴的缴费工资指数统一记载在缴
费当年。

十三、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如何处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二条规定“参加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
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社会保险法》实施（2011年7
月）前参保的、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的，可以一次性
缴费至满十五年”。第三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第二
条规定延长缴费）的，可以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第二
条规定延长缴费），且未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
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未完待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浩吉）11月26
日至 28 日，2020 年（第八届）成都国际旅
游展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举行。我
市以“成渝门户枢纽 临空新兴城市”为主
题设立资阳旅游特展馆，向海内外参展嘉
宾展示资阳城市风貌、特色文化旅游资
源、特色旅游商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阳展馆里，两节山老酒、东峰剪纸
传统作品、文创立体剪纸、仙荷藕粉、外婆

坛子肉、安岳柠檬、安岳石刻文创产品
……众多独具资阳特色的旅游商品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吸引着嘉宾们围观，大家对
资阳的旅游系列产品充满了兴趣。

此外，现场还邀请到东峰剪纸艺人邵
雷展示剪纸艺术，并进行现场教学。看着
一张张普通的彩纸在邵雷的手中，像变魔
术一样剪成汉字、花草树木、风景名胜等，
嘉宾们连连点赞。

□ 张有玲

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之下，新媒
体已然成为了当前媒体业的发展方向，网
络词汇层出不穷，新闻热点转瞬即逝。由
此，记者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
增。采访能力是记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之一，那么面对新媒体时代，记者的采访能
力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得到提升呢？本文
在充分总结新媒体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
提升记者的采访能力进行了深入探究。

一、强化基础业务素养，多方面延伸能
力触角

所谓“麻袋绣花，底子太差”。一名优
秀的记者，扎实的基本业务素养是创作精
品的前提。只有把自己的底子打牢了，才
能创造出好的作品。如何提升基本业务素
养，锻炼“四力”是关键：“脚力”——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眼力”——辨是
非，分真假，断美丑；“脑力”——想清楚，想
透彻，想全面；“笔力”——不虚不假，不冒
不夸，不空不泛。在打牢基本功的基础上，
还要提倡“多方面发展”。对于目前的记
者，更需要进行综合技能训练，报道素材采
集、文案编写、视频编辑、后期配音等等都

需要涉猎。由此可见，新媒体时代，记者需
要做到“一专多能”，全方位地提升自身能
力。

二、多渠道吸收信息，拓展视野和眼界
如今，全民皆网民的趋势日益明显，

每天各种网络信息呈井喷式暴发，各种网
络文化也不断更新换代。网民对于新媒
体资讯的需求快速增加。对于普通群众
而言，几天不上网，就几乎与社会脱节，更
何况新媒体从业者。因此，作为记者，要
让节目引起受众的兴趣，就需要加强自身
的知识能力水平，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
信息，更好地为采访助力。拥有良好的采
访技巧，比如发声、救场等，才能和观众拉
近距离，避免给人外行的感觉。一般情况
下，新媒体时代中，记者开展的采访工作
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为此，作为一名合
格的记者，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学习，
积极积累，并积极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来进行学习，以便于能够用自己广博的学
识和宽阔的眼界来为国家、民族、社会以
及广大民众服务。

三、注重语言表达的多样化，提升节目
渲染力

记者需要有多样的口才与语言风格，

对于有声的作品更为明显。在采访类的节
目中，记者的功底极为重要，在节目直播
时，好的现场发挥能给观众以极佳的体
验。因此，记者在提升采访能力的过程中
就需要采用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让
采访的过程更加具有感染力，让节目变得
更加有趣丰满。这就需要记者在日常工作
中进行多次练习和总结，以便于能够在不
断琢磨的过程中获得自身采访能力的提
升。总之，新媒体时代记者的语言表达关
系到节目的成败，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才能让采访能力得到提升，也才能够让节
目的渲染力得到增强。

四、加强即兴口语表达能力，强化新闻
互动效果

即兴的发挥，在评论访谈等节目中出
现的次数较多，在采访类的节目中更为明
显。对于采访类节目的记者有着以下的几
点要求：其一，要充分关注即兴口语表达的
准确性。进行采访的时候，记者应该充分
关注语言的使用是否恰当。例如，在对一
位农村老太太进行采访的时候要采用质朴
的口语，语速要慢，这样才能够让被采访对
象全面理解所表达的意思；而采访年轻小
伙时，则可以采用较为轻松幽默的语言，这

样可以让受访者感受到采访时的轻松，也
更加愿意配合采访，最终实现采访的效
果。其二，要充分关注采访时的救场情
况。新媒体时代的采访一般都是直播，在
这种情况下对记者的救场能力要求就更
高。因此，作为新媒体时代的记者在提升
自己采访能力的时候要充分关注救场的情
况，确保在采访过程中遇到意外时能进行
有效补救。提升救场能力，一方面需要记
者加强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记者针
对采访的情况进行预测，比如，在制作访谈
提纲时可以对可能存在的采访情况进行预
设，并通过预设来让记者的采访自信心得
到有效增强。

总的来说，处在新媒体时代的记者，需
要一份传统节目记者的担当，也需要新时
代的新素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根据时代
需要更为合理而有针对性地培养记者的采
访能力，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
问题。 （作者系安岳县融媒体中心职工）

理論與实踐

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记者的采访能力

特色文化
助力村容美颜

25日，记者在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看
到，设计感十足的农家小院、孵化中心、公
益书馆、农夫集市、文创小院等交错分布，
村民劳作的身影不时闪现，舒缓的轻音乐
隐约响起，整个乡村恬静怡然。

“新房子风格是公司设计的，我们自己
负责内装，路和房子都整得漂亮。”在乡愁
巷，晏家坝村4组村民秦解芳由衷地发出感
叹。穿过乡愁巷来到新建的三崇堂，作为附
近最老的民居，三崇堂距今已有400多年历
史。为了留住乡愁，建设方四川蜀香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尊重村民想法，一边研究三崇堂
历史，一边在村民家中收集有年代感的老物
件，最终在原址复原修建三崇堂，并在堂中
规划设立了乡村规划展示馆、乡愁主题馆、

乡村书馆、乡村美术馆、晏家坝农民夜校等5
个文化场馆，引导村民学文化、守礼仪、讲信
用，营造晏家坝特有的文化氛围。

在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村道边一砖
一瓦、一步一景都结合村民家中的老物件
进行打造。在王静池农民艺术工作室，院
中各式小物件巧妙地点缀在各个角落。“我
是搞根雕艺术的农民，烂树根只要用得好，
都能变成财富。”王静池告诉记者，乡村振
兴就要就地取材，做出的产品城里人喜欢，
乡村也能随之发展。

农旅融合
带动产业发展

村容村貌是吸引游客、引进投资、留得
住人的关键，为了将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
打造成最美村落，四川蜀香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将晏家坝公园社区细分为一个乡村公
园、两条环线绿道、三大特色产业、四大田

园社区。从社区功能上归纳为乡愁、乡旅
和乡居三大社区，既能满足游客游玩，又能
满足村民返乡就业建设乡村。

公路两旁，采摘园、温室大棚整齐排
列。“现在不需要外出打工，在这里的务工
收入比得上外面打工收入。”在火龙果果
园，工人正在查看火龙果生长情况。晏家
坝村的建设带来了乡村环境改善，也拉动
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国庆试运行期间，整个晏家坝的游客
有近 5万人次，带动了老百姓增收。”四川
蜀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越月告
诉记者，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从今年 3月
开始投入建设，截至目前，一期工程完成
90%，正在做局部调整；二期项目在11月开
始动工，预计明年5月完工。项目完工后，
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将成为一个集亲子休
闲、旅游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农旅融合
发展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当地村民走
上致富路。

1.不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进入校
园，也不带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
入校园。

2.实验课需要使用酒精灯和一些易
燃的化学药品时，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进

行，并且严格按照操作要求去做，时刻小
心谨慎，严防发生用火危险。

3.不随意焚烧废纸等。
4.打扫卫生时，要将枯枝落叶等垃圾

送往垃圾场，不要采取点火烧掉的办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谢承爽）近日，
年逾9旬的吴乾光大爷又准时来到市老年
大学的书法班上课，他已经在这里上了11
节书法课了。

“按规定，我们只录取 80岁以下的学
生。但学校还在装修的时候，吴大爷就天天
守在门口，求学的愿望非常强烈，感动了我
们所有人，我们便破格录取了他。”老年大学

书法班的余老师告诉记者，吴大爷上每一节
课都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听课非常认真，边
听边记笔记，生怕遗漏了老师讲的内容。

吴大爷告诉记者，他以前曾在政府部
门工作过，也曾在学校任职，一直很喜欢
书法。但苦于没有进行过系统学习，现在
很珍惜这种在学校里有专业老师指导的
学习方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佳音）11
月 29 日，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
赛事的 2020东风日产成都马拉松赛开
跑，吸引了 1 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
友参赛。我市有 25 名跑友参赛，并取
得较好成绩。

其中，我市跑友陈强以3小时00分
47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第 27名，郭平
获男子组第140名，刘利兵获男子组第
215 名，刘菊彬获女子组第 51 名，秦红
英获女子组第 52 名，吴俊华获女子组
第137名。

“能够用脚步丈量和感受美好成
都，展现资阳跑友良好形象，我们感到
非常开心。”赛后，来自资阳市跑步协会
的刘利兵如是表示。他告诉记者，近年
来，跑步运动在资阳城区悄然兴起，吸
引了大批市民常年坚持跑步健身运动，
彰显出了我市市民积极健康向上的良
好精神面貌。

□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雨黄佳丽

白墙灰瓦、绿树红花、低檐
窄巷……11 月 25 日，记者走进
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乡村公园
社区，这里的景色别有一番情
致，让人留连忘返。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晏
家坝村抓住机遇，整合村两委、
操盘团队、平台公司、合作社、集
体经济组织等共同参与晏家坝
村建设，共同分享晏家坝发展建
设成果。该村依托保和生态旅游
度假区和乡村振兴农旅融合示
范项目，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美
化村庄环境布局，倾力打造独具
特色的乡村公园社区，让居民看
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走出了一
条乡村振兴的好路子。今年 10
月，晏家坝乡村公园社区试开
园，充满乡愁野趣的风格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25名资阳跑友
“成马”跑出好成绩

93岁老人痴迷书法 老年大学破格录取

资阳特展馆亮相第八届成都国际旅游展

在学校如何注意防火?

安全小知识

形成火灾的，应及时报警。对突然发
生的比较轻微的火情，也应掌握简便易行
的、应付紧急情况的方法。

1.水是最常用的灭火剂，木头、纸张、
棉布等起火，可以直接用水扑灭。

2.用土、沙子、浸湿的棉被或毛毯等
迅速覆盖在起火处，可以有效地灭火。

3.用扫帚、拖把等扑打，也能扑灭小
火。

4.油类、酒精等起火，不可用水去扑
救，可用沙土或浸湿的棉被迅速覆盖。

5.煤气起火，可用湿毛巾盖住火点，
迅速切断气源。

6.电器起火，不可用水扑救，也不可
用潮湿的物品捂盖。水是导体，这样做会
发生触电。正确的方法是首先切断电源，
然后再灭火。

7.学习一些简易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对轻微的火情怎样紧急应付?

晏
家
坝
乡
村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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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这
里
这
里
，，留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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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跑友在比赛中。

乡愁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