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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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媒体记者 卢凌嘉

“主动走访、快速放款，还有专属利率
优惠政策，非常感谢农担公司对我们养殖
生猪的支持！”近日，记者来到安岳县来凤
镇盛浩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闫富豪对
记者说。

盛浩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安岳县规模较
大的生猪养殖基地，占地 70 亩，2019 年开
始投资修建 3 个养殖场，预计年出栏生猪
1.2万头。今年受疫情影响，专合社资金出
现困难，养殖场建设陷入停工停产困境。
省农担资阳分公司在企业复工复产金融需
求摸排中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快速对接

银行，向其发放保费仅为 0.5%/年的 200万
元生猪贷款。闫富豪感慨：“在复工复产的
关键时刻，这笔贷款真是‘及时雨’，让生猪
项目顺利完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农担资阳
分公司为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推
进金融服务下沉，成立专门服务组，主动到
县（区）银行、当地农业农村局、生猪养殖协
会等部门，多渠道获取生猪养殖户经营状
况、生产规模、受疫情影响情况等，并逐户
走访、全面摸排辖内生猪养殖场，了解养殖
场基本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

“对有贷款需求且符合条件的企业、养
殖户，我们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优先受理、

快速审批、优先放贷，做到能贷尽贷、应担
尽担。”资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进一步加大政策性担保优惠力度，保费利
率仅为 0.5%/年，同时降低了担保准入门
槛、给予足额续保等，确保生猪产业金融服
务送达每一个需求企业和养殖户的手中。

今年以来，资阳分公司支持资阳生猪
产业担保贷款18户，在保余额1590万元，为

正邦、温氏等龙头畜牧企业扎根县域带动生
猪养殖产业复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
实提供了金融支持。同时，为解决生猪贷款
担保难问题，资阳分公司丰富贷款担保方
式，综合运用信用、保证、抵质押、政府增信
等多样化担保方式，盘活生猪养殖企业的各
类资产；有效解决涉农贷款风险高企、成本
难控、抵押困难等老大难问题。

本报讯（陈元根）11月26日16时，一辆车牌为川M 22056的
客运车辆从内江返回安岳驶入安岳东门客运站。工作人员对该
车进行外部消毒后，客车驶入下客区，旅客有序下车。紧接着，工
作人员对乘客进行体温检测、“川行通”APP信息及健康码查验，
并核对乘客信息是否相符……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一位乘客体温达到38度，便引导该乘
客到观察室等候，并立即向值班领导报告情况，同时，引导车辆停
到指定位置，进行全面消毒。

随后，对该乘客进行第二次体温检测，发现体温仍然超过警
戒范围。救援组立即对该乘客进行隔离，对下客区及该客运车辆
进行警戒隔离，并做好乘客安抚工作。应急处置组立即联系已离
开车站的乘客，告诉他们同车有位发热乘客，请他们随时保持手
机畅通、做好日常防护及自我隔离。

救援组立即对客运站下客区进行封闭管理，严格控制外来人
员进入。随后，交通运输管理所驻站办工作人员到现场对处置情
况进行指导并联系疫情防控指挥办、卫健委及120。

卫健部门及120到达现场，卫健部门对发热乘客的信息进行
登记，120将发热旅客接走。紧接着，救援组对现场人员和参与救
援的工作人员及警戒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对与该发热乘客有接
触的人员进行暂时隔离。后来，经检查发现该旅客为一般感冒引
起的发热，隔离解除……

以上情景是市运管局在安岳举行的道路运输行业2020年冬
季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的一幕。

市运管局有关负责人说，针对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反弹的
形势，按照疫情指挥部的安排，市道路运输行业在安岳举行冬季疫
情防控应急救援演练，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防死守，坚决
阻止疫情蔓延，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目标。

我市开展道路运输行业
冬季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省农担资阳分公司

强化金融服务助力生猪产业发展

广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陶思懿）近日，
雁江区丰裕镇高洞橘乐田园正结合试开
园近两个月以来发现的问题和游客提出
的建议，加快园区虫虫小屋的建设和步
道、栅栏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更好地提升
整个园区的品质，以期明年春节能够正
式开园。

据了解，高洞橘乐田园融汇观光游赏、
文化体验、乡村休闲度假为一体，目前园区
的农旅项目以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科普农
业、休闲农业为主，打造了凹店原乡、虫虫
小屋、橘坡生活、门里人家、梯田荷香、橘乐
天地等占地 1800 亩的六大主题区域。10

月 1 日，园区试开园，并依托景点推出吃、
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务，给游客以别
样的欢乐体验。

“为了春节正式开园，在试开园的基础
上，我们做了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作，让整
个园区品质得到提升。”据资阳蜀乡农业投
资开发公司高洞橘乐田园园区工作人员王
忠介绍，为提升园区景观品质，给游客创造
一个更加优美舒适的风景园区，蜀乡公司
不断优化日常管理，积极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精心筹划、精细实施、精致建设，像绣花
一样做好园区提质升级。

11 月 26 日，记者在高洞橘乐田园景

区内看到，为了防止游客践踏草坪，在道
路两侧安装了木质栅栏；博览园内，几名
工人正在对游览步道进行改造；园区“两
颗树”民宿，迎来了不少的游客参观，灰白
色外墙配原木风格的家居，简约而不简
单；站在博览园观景台上，远眺对面山坡，
9 个虫虫小屋已全部建成，将在春节正式
迎客。

据了解，此次品质提升工作，在保
留基本景观构架的基础上，为园区进行
景观提升，更好地推动园区成功申报四
川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及资阳市 3A
级景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小凤）“现阶
段已基本完成敷设高压、低压电缆，目
前正在配套新装开闭器、变压器等。”11
月26日，在雁城家乐福外的一处施工场
地内，资阳资源电力公司雁江分公司工
程队作业人员正在安装电缆分支箱，这
是今年资阳市 10kV 中达Ⅰ、Ⅱ线电缆
入地新建工程施工现场之一。

近期，资阳城区旧城改造、道路建
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资阳资源电力公
司雁江分公司积极配合市政工程推进，
按照城市美化的要求，10kV中海Ⅰ、Ⅱ
线、10kV中达线从沱三桥头至海峡所有
10kV、0.4kV架空线需全部迁改入地，所
有旧线、旧杆、旧设备全部拆除，以此美
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

“该工程将新敷设双回线路 2.4 公
里，新建3个环网柜、2台变压器、7台分
支箱。”据 10kV中达线改造项目负责人
张旭介绍，11月 29日，对道路两侧的 25
基废旧杆塔、1台旧变压器、7台旧开关
与架空导线进行拆除，将对新建的工程
进行验收通电。

据了解，在施工期间作业区域交通
密集，展放电缆难度大，施工人员克服
空间狭窄、施工体量大、同步交叉作业
等不利因素，统筹兼顾，按计划推进和
高质量实施。资阳资源电力公司雁江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地”工
程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而且提升了城
区的供电可靠性。

职工、个体参保人员同时具备：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满15年及
以上(含视同缴费年限) 方可按月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1）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按国家
和省的现行规定执行，即男职工年满
60周岁；在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年
满55周岁，在生产、经营、服务岗位的
女职工年满50周岁。（注：女职工在上
述两类岗位变动，在新岗位上工作满2
年以上的，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执
行。企业内部退养的原为管理、技术
岗位的女职工，其退休年龄仍按年满
55周岁执行）。

（2）国有企业和县级以上集体所
有制企业（含其改制后的企业，下同）
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并符
合从事特殊工种规定年限条件的，原
始档案记载清楚，按国家规定的从事
特殊工种的退休年龄执行，经市（州）
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
批，从办理退休手续的次月起领取基

本养老金。
（3）个体参保人员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的年龄，参照企业职工的正常规
定执行，即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0
周岁。

（4）与企业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后
以个体参保人员身份续保人员，享受基
本养老待遇的条件按以下规定执行：

①与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
为企业管理、技术岗位（原干部岗位）
女职工，达到个体参保人员领取基本
养老待遇年龄，并以个体参保人员续
保缴费的实际缴费年限应满2年以上。

②与国有企业和县以上集体所有
制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职工，
以个体参保人员身份续保缴费，原从
事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并符合从事特
殊工种规定年限条件的，原始档案记
载清楚，经本人向所在地人社部门书
面申请，报市（州）级以上人社部门审
批后，可按国家规定的从事特殊工种
的退休年龄执行。

全民参保计划系列政策宣传（六）

十七、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合并衔接？

（一）办理条件：
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

（含延长缴费至15年）的，可申请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②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
员，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
年龄后，缴费年限不足15年又不愿意
继续缴费至15年的，可申请将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二）办理方式：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至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向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转
入申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需转移至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向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
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转入申请。

注：已按国家和我省规定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办理城乡养
老保险关系衔接手续。

十八、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应具备哪些条件？

（未完待续）

丰裕镇高洞橘乐田园丰裕镇高洞橘乐田园
加快改加快改造造提升品质提升品质

明年春节或正式开园

雁江电力除“蛛网”
美化城市空间

节约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近
年来，资阳银保监分局以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为切入点，以节油、
节电、节水、降耗为主要内容，全面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

完善管理机制

分局制定厉行节约暨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方案，成立分局节
约型机关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具体牵头部门，统筹推进节能减
排、厉行节约等日常工作。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由负责事权后勤
工作的同志担任，承担节能减排日常工作的督促落实。各部门为
厉行节约措施执行直接责任人，负责本部门日常节约措施的执行。

制止餐饮浪费

在食堂、取餐处、餐桌墙体等醒目位置，摆放“勤俭节约、文明用
餐”“光盘行动、拒绝剩宴”等标识，时刻提醒干部职工节约粮食，营造

“节粮光荣、浪费可耻”的用餐氛围。在中午用餐高峰期，从大家“光
盘”效果看，不浪费正逐步成为分局机关干部的一种自觉行为。

加强节电管理

打造节约型机关以来，分局明确夏季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冬季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20℃，做到无人时不开空调、下班
前半小时关闭空调、开空调不开门窗。鼓励利用自然光照明，办
公室和走廊采光充足时尽量减少使用照明灯；夜间加班后做到人
走灯灭电断，杜绝“长明灯”。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机具
闲置不用时，及时关闭，下班后要切断电源，减少待机消耗，确保

“人走机关、机关电断”。

推行绿色节约

推进无纸化办公，使用节水型器具，采取有效节水管理措
施。加大绿色采购力度，带头采购更多节能、节水、环保、再生等
绿色产品。鼓励干部职工践行“135”等低碳出行方式，实行公务
用车单车油耗核算。

下一步，分局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和系统有关重要指
示精神，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切实
提高全体干部职工厉行节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养成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培
育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机关文化。

资阳银保监分局

多措并举建设节约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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