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洪彬：逐梦田园开启“甜蜜”事业
□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雨

“测糖仪上的数据要达到 85，地里
的春见才可以上市……”2020 年 12 月
25日，安岳县卧佛镇芦龙村，44岁的游
洪彬迎着冬日微风漫步在山间小路，看
着漫山果树结出累累果实，露出欣慰的
笑容。这个土生土长的安岳人在外打拼
多年，了解到柑橘市场前景可观后，眷
恋乡土的他萌生出回乡创业的想法，回
到卧佛镇承包 200 余亩土地种植不知
火、春见等柑橘品种，带着村民开启了
一番“甜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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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
开启“甜蜜”事业

几年前，在上海务工的游洪彬偶然间
了解到，四川的春见、不知火等柑橘品种
味道甜、卖价好，颇受市场欢迎，便萌生了
回乡创办果园的想法。

游洪彬立刻开始了行动。起先在老
家岳阳镇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不过随后
他在卧佛镇芦龙村书房坝水库边找到了优
质土地。于是，他创立安岳县永鑫鑫果蔬
专业合作社，开启了自己的田园创业之路。

书房坝水库边这片荒山从未种植过任
何农作物，想要开垦出来，要下一番苦功
夫。2014年，通过挖掘机作业、有机肥改土，
荒山逐渐开垦成了果园。果园三面环水，光
照充足，是种植绿色无公害水果的好地方。

如何种好果树？人力从哪里来？作
为门外汉的游洪彬抓紧开始学习，他和妻
子天天待在地里，研究种植技术，学习管

控水果质量。联系好前来务工的村民后，
他凌晨 5 点开车到村子里接人，和村民们
一同劳作一天后，还要将村民送回家中。

“盖上薄膜，果子才不会被霜冻坏。”
2020 年 12 月 25 日，游洪彬和前来务工的
村民小心地将薄膜覆盖在树上，期待 2021
年 2月，这 20亩春见能卖个好价钱。游洪
彬表示，精心管理下，柑橘品质才有保证，
测糖仪上的糖分检测数据不低于 85，他才
会将果子售出。

回报家乡
村民增收得实惠

为了保证品质，合作社始终把水果品
质放在首位，施有机肥、绿色生态防控、以
草养园……经过近五年时间的努力，果园
年产量达到 14万余斤，年产值可到 40-60
万元。果子品质佳，在元旦后开始采摘，
通过预定或者批量销售等方式，一个多月
就能全部销售完。

“这个果园一部分用地是书房坝水库
周边的地，一部分是 7 组村民的撂荒地。
他来这里开垦后，也为集体经济创造了一
定的收入，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岗位。”安岳
县卧佛镇芦龙村党支部书记冷勇告诉记
者，园内务工人员最多时可达 20余人。

自己有了收益，游洪彬没有忘记回报
家乡。农闲时，他会请当地的村民特别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到果园务工，让他们在家
门口也能挣钱。由于通过发展产业带动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他的果园
获得了“四川扶贫”集体商标。

“在这个园子做了四年多快五年了。”
芦龙村村民张琼今年 49岁，长期在家照顾
老人和小孩，她告诉记者，如今在园区内
做除草、修枝、施肥等工作，每月能有 1000
元左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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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1年 1月 20日 14时在资阳市雁
江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依法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现状拍卖：

一、标的情况
雅阁牌 HG7203AB 小型轿车一辆，川 M1091H；注册日

期：2010 年 1 月 26 日；行驶公里数：347171；起拍价：20300
元，竞买保证金 5000元。

二、标的展示于兴世达修理厂，有意竞买者，请持身份
证原件和保证金缴款凭证于 2021年 1月 19日 17时前到资阳
市万达广场写字楼B座 2218室。

咨询电话：杨先生（13982950222）

资阳亚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常见的煤气中毒原因有哪些？

煤气中毒通常指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比空
气轻，易于燃烧，燃烧时为蓝色火焰。空气中一氧化碳含量如果达
到0.04%－0.06%时，就可使人中毒。煤气中毒主要有如下原因：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不良，供氧不
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内。包括门窗紧闭，又无通
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确安装风斗，疏忽大意，思想麻痹，致使煤
气大量溢出；气压低，煤气难以流通排出。

2.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不紧，均可使煤气
大量溢出，造成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内睡眠，都可

能引起煤气中毒。

怎样防止煤炉煤气中毒？

1.用煤炉取暖，一定要安装烟筒和风斗。
2.定期清扫烟筒，保持烟筒通畅，如果发现烟筒堵塞或漏气，

必须及时清理或修补。
3.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4.伸出室外的烟筒，还应该加装遮风板或拐脖，防止大风将

煤气吹回室内。

资阳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为进一步提高
政府工作效能，控制行政运作成本，拟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雇员 1名赴上海分局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投促服务中心雇员（驻上海分局工作）1名。
二、招聘方式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三、任职资格

（一）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上思想上行
动上能够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称职的思想品
德和职业道德，责任心强，作风务实，吃苦耐
劳，有奉献精神；

3.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
（二）资格条件
1.学历：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2.年龄：35 周岁（198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以下；
3.具有 2年以上招商项目策划包装、宣传

推介、信息收集、商务洽谈等投资促进相关工
作经验或从事其他经济工作相关经验；

4.熟悉经济工作和产业发展动态；熟悉投
资促进工作流程，具有较强的商务洽谈能力和
招商工作技巧，能开展招商项目分析研判；

5.具有政府、产业园区及政府平台公司招
商引资经验或国内外知名企业项目投资管理
经验者优先。

四、岗位职责
驻外分局雇员负责收集投资信息；负责招商

引资项目的促进和落地；负责驻地区域企业、客
商、商协会的对接和联络；组织或协同开展精准招
商活动；开展驻地区域相关产业与资阳重点产业
发展的契合度研究分析。积极完成市经济合作外
事局和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

工作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288弄（暂）
五、薪资福利
1.薪资范围：
6000—10900元/月；
由资阳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根据雇员的

学历、相关工作经验、技能水平等具体情况确
定起薪等级，实行定期增长机制。工资总数的
20%作为绩效工资，绩效考核合格后方可发
放，工作不足一年解除劳务合同的，不发放绩
效考核资金。

2.福利保障：确立用工关系即为用工人员
依法购买“五险一金”，按国家规定统一购买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和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按国家规定从工资
中扣除。享受带薪年休假；工会福利。

3.其他部分：出差等工作性补助按有关规
定执行。

六、报名和资格审查
（一）报名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报名

至 2021年 1月 26日 24:00结束。
2.报名方式：请投递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

电子版至邮箱：993188658@qq.com。
（二）资格审查
1.根据岗位要求，我局进行资格审查，通

过资格审查人员进入笔试环节。
2.请应聘者将以下资料电子版发送至

993188658@qq.com 并携带纸质件参加笔试。
应聘者也可携带纸质件到市经济合作外事局

现场审核，通过者笔试时可不带原件。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2）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3）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4）县级（含）以上党政机关颁发的个人荣

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5）学信网上查询到的学籍证明截图打印

资料 1份；
（6）1寸免冠彩色照片（不限底色）2张。
3.资料审核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星期

三）09:00至 2020年 1月 26日（星期一）17:00。
4.审核资料递交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广场

路 1号市政府大楼 2号楼 0931办公室。
七、笔试
1.笔试时间：2021年 1月 29日。
2.笔试地点：资阳市（具体地点待定）。
3.笔试内容：涉及综合能力测试，主要内

容包括公共基础知识（占比 50%）、社会工作相
关知识（占比 30%）、职业素养（占比 20%）。满
分 100分，考试时长 120分钟。

4.开考比例：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的比例
原则上不低于 1：3方可开考，达不到开考比例
的，取消该招聘岗位；

5.笔试占总成绩 40%。
八、面试
1.面试内容：采取结构化面试，候选人通

过自己的解读给予解答。面试命题结合现行
经济形势及社会背景、岗位特性，强化面试题
目考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满分 100分。

2.面试比例：招聘人数与参加面试的人数
比例按照 1:3的比例进行。

3.面试官组成成员：由资阳市经济合作和
外事局组织相关人员作为此次招聘面试官。

4.面试时间：2021年 1月 30日。

5.面试地点：资阳市（具体地点待定）。
6.面试占总成绩 60%。
参考人员最后总成绩由笔试成绩与面试成

绩组成，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面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60%，按总成绩排名第1名进行聘任。

九、体检
1. 拟聘用人员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体检

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相关规定执行。体
检费由体检人员本人承担。

2. 进入体检人员初次体检不合格的，可在
接到结果通知 3 日内申请复检一次。复检由
到原体检医院以外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进
行。申请复检人员的体检结果以复检为准。

3. 因进入体检人员未按要求参加体检或
体检不合格出现的空缺，按照岗位已参加面试
人员依次递补。

十、公示
对拟聘任的人选以及笔试、面试成绩，在

资阳市政府官方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资
阳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板块、投资资阳公众
号、资阳日报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十一、聘用
根据相关规定，对通过人选履行聘任手续

（试用期二个月）。
聘用人员实行月薪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保险和公积金。薪酬标准按照相关文件执行。

十二、相关事项
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应聘人员如弄

虚作假或隐瞒有关情况骗取报名、考试或聘用
资格，一经查实将随时取消其相关资格。

咨询电话：028-26110390
资阳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2021年1月13日

资阳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投促服务中心雇员市场化招聘公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小凤）近日，重
庆市经信委和四川省经信厅发布《关于首
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
的公告》，公布了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名单。其中，重庆大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资阳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联合申报，成功入围。

《公告》显示，经产业园区申报、市（州）
区（县）初审推荐、专家评审、两省（市）经济
和信息厅（委）党组审议等程序，最终确定了
20个园区为首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
合作示范园区。

记者从资阳市经信局了解到，为践行
成渝两地合作共谋发展理念，近年来，资阳
市经信局和大足经信局在成渝新能源汽车
及配套产业园建设项目、成渝电气连接器创

新创业园项目、大隆宇丰摩托车产业园项
目、旅游观光火车及轨道建设等一批重大项
目上达成合作共建意向。

在项目方面，开展产业配套合作，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聚焦成渝两地庞大的电子
信息产业体系，重点引进消费电子产品连
接器、轨道交通电气连接器、汽车电子连接
器产业，利用装备制造产业链带动电子信
息产业的发展。资阳高新区重点推动成渝
电连接器项目，围绕电子电气连接器、RCL
被动元件、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器等先进
电子元器件重点领域，在大足高新区筛选
一批电子信息企业作为对象重点对接引进
配套，实施以企招商，充分发挥已落地企业
作用，带动园区上下游企业入驻。规划建
设占地约 400亩、投资约 6亿元的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项目，将拉动资阳高新、大足高新
园区企业为成资渝三地整车企业配套，提
升成资渝地区汽车产业配套率。

在平台方面，依托资阳高新区现有的
“两区两中心”技术平台，打造科技创新合
作、成果转移转化合作、产学研合作平台，
服务两地技术创新和产业共同发展，依托
现代商用汽车的物流配送中心为两地园区
搭建物流配送通道。

在政策方面，围绕双方产业协作配套，
资阳高新区印发《资阳交通装备与电子信
息产业功能区实施方案（2020—2025年）》，
在正在编制的《资阳高新区“十四五”国民
经济发展纲要》中将产业合作列为重点合
作事项，进一步提高两地园区合作站位。

当前，资阳和大足的合作基础日趋紧

密，两地政府、部门之间高效务实推动各项
共建工作，双方签订了《共建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大足高新区-资阳高新区协同发
展合作协议》《共建人力社保协同发展示范
区》《深化市场监管一体化合作》《招商战略
合作》等一系列合作协议。下一步，两地经
信局将借此契机，持续发力，将产业合作示
范园区建设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共同在园区开发
建设、产业优化布局、重点项目招商、公共平
台打造、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集群发展、人才
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试点示范，建立完善常
态化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园区共建，提升园
区合作共建水平和成效，共建成渝产业协作
配套基地，为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携手共谋发展 推进园区共建
资阳大足成功联合申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

正邦安岳朝阳镇种养循环农业园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众参与公告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正邦安岳朝阳镇种养循环农业园区项目
建设单位：内江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乐至分公司
建设地点：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全文网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DAkyrMQvO_zNvpeJtPGoQ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通

旅镇鲍家沟村 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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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苏秋伃）1 月
12 日，雁城市民张先生联系到记者，讲
述了他在冬日里亲身经历的一件暖心
小事。

“今天早晨 7 点左右，我像往常一
样出门晨跑，沿着娇子大道跑到九曲
河 广 场 ，发 现 路 面 因 天 气 寒 冷 而 结
冰……”张先生说，早晨气温很低，路
旁的绿植上都打了白霜，地面结起一
层冰，路面很滑，市民骑电动车、自行
车经过时容易打滑，不到 10 分钟，就
看见 4 辆自行车滑倒。

张先生 马 上 发 了 朋 友 圈 提 醒 大
家：路滑，注意出行安全。随后，他向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和市“12345”
网络理政平台反映情况。张先生 7 点
半左右再出门送孩子上学时，看到了
令人暖心的一幕。

“再经过九曲河广场附近时，我看
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了。交管部门特
意派了 3 名警察在广场路口提醒骑非
机动车的路人注意路滑。但因路面太
滑，还是有部分市民摔倒。交警看见
后便立刻把他们扶起来，再帮他们扶
正车辆。”张先生说，另一边，市政管理
处也将洒水车开来，一遍遍地开过结
冰 路 面 ，将 水 洒 在 路 面 加 速 融 化 冰
层。“附近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纷纷
走出来，站在马路边，不停地提醒路人
注意路滑、小心摔倒。”很快，太阳出来
了，在洒水车的清理下，路面的冰层逐
渐消融。

张 先 生 告 诉 记 者 ，看 到 这 一 幕
后，他十分感动。他感慨地说：“他们
行动太迅速了，一个电话过后 10 多分
钟各部门就来到现场，过路的行人都
在称赞他们。真的觉得这座城市太
有爱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媛媛 赵明）1 月 9 日下午，2021 年资
阳市少儿春晚第三场海选在世茂·紫悦府举行。

虽然室外温度仅有摄氏四五度，但小演员们不畏严寒，节目
的精彩程度更胜往昔。《古诗新韵》节奏明快，以快板的形式演绎
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展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舞蹈《小
黄人》以动漫电影“超级奶爸”为素材，用拉丁舞演绎了童真童趣；
歌舞《中华孝道》，弘扬孝道文化，倡导孝亲尊师；街舞《能量守护
者》，充满现代科技感，节奏感十足……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节目，
将内心的自豪与开心传递给现场的每位观众。

据悉，本届少儿春晚由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妇联、
市关工委、市少工委、资阳新闻传媒中心共同主办，世茂·紫悦府
独家冠名赞助。海选活动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 月 16
日举行，同时组织招募晚会小主持人。此次海选以“全媒体播出”
形式进行全面呈现。

截至目前，2021年少儿春晚已举行 3场海选活动，总共有 44
个节目参与选拔，经过评委老师们严格筛选，《花木兰》《清平乐》

《跃然书简》《国风少年 》《魅影》等 5个节目率先晋级。

寒冬“比武”又“燃”又暖

2021资阳少儿春晚海选火热进行

地面结冰路难行
众人相助暖人心

精彩的海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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