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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两板桥镇

实施
“四项制度”
强化市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
本 报 讯（陶 俊 伶 王 科 龙）今 年 以
来，安岳县两板桥镇按照省、市、县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结合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建立了每日巡查、防
控责任告知、蹲点督导、督查督办四项
制度，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市场监管领
域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每日巡查制”。该镇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加强农贸市场、超市、餐
馆、副食店、旅馆、药品零售等个体工商

小区“天降”垃圾
业主期盼物业公司解难题
□ 全媒体记者 徐飞
遍布地面的﹃天降﹄垃圾令人忧。

想让一个小区的生活环境舒适宜
人，既需要业主有良好的卫生意识和生
活习惯，也需要物管公司管理措施得
力。但在雁江区城东新区的紫韵东城
小区，一些高层业主抛撒垃圾的情况却
令人头痛，业主们因“天降”垃圾问题过
得很不开心。
日前，记者在紫韵东城小区 1 栋底
楼业主刘富菊家里发现，她家窗外是一
处天井，天井里遍布许多“从天而降”的
垃圾，食物残渣、食物包装袋、旧玩具等
废弃物“花样繁多”。刘富菊告诉记者，
她家是 2020 年七八月份搬进小区的，
从住进来开始，这个天井里垃圾“从天
而降”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这些垃圾
都是住在高层的业主扔下来的。垃圾
多的时候，一次就会清扫几口袋出去。
受这些“天降”垃圾的影响，她家根本不
敢开窗，窗外的气味恶臭难闻，有时那
还有被楼上住户丢弃的稀饭腐烂生蛆。
有居民介绍，底楼业主深受垃圾困
扰，住在稍高楼层的业主同样不能幸
免。记者来到与刘富菊同住一栋楼的 5
楼业主刘丽君家，通过她家一间卧室的
窗口向外观看，发现类似情况：露台上
遍布垃圾。刘丽君告诉记者，每次进这
间卧室就会闻到浓烈的臭味，在客厅窗

户边也会闻到臭味。
游泳池、消防栓没水等问题。针对业主
据部分紫韵东城小区业主介绍，因
们的苦恼，记者找到小区物管公司进行
为项目规划的门店要比上面的住宅楼
了解。物管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之
突出来一部分，就形成了这样的露台， 前曾经处理过相关问题，并存有相关照
露台的顶部还被设计成了一个个小池
片为证。当记者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
子，
“ 从天而降”的垃圾掉进这些池子
时，
工作人员却表示，
要通过公司的法律
里，给清理带来了更大难度。刘富菊和
顾问才能查阅相关图片，并拒绝了记者
刘丽君告诉记者，去年业主把这一问题
的采访。截至目前，记者无从得知物管
向物管公司反映后，物管公司曾安排清
公司解决业主们面临难题的具体举措。
扫过一次，但仅仅一次清扫显然跟不上
业主们表示，他们清楚产生垃圾
高层业主扔垃圾的“进度”。几个月后， “从天而降”问题的根源是部分高层业
天井、露台等地方又被扔满了垃圾。
主素质有待提高，期盼物管公司面对业
除了垃圾问题，紫韵东城小区业主
主们相关诉求时，能更积极主动一些，
们还向记者介绍了小区内喷水池脏乱， 尽快为大家解决问题。

商贩占用消防通道摆摊 城管执法人员耐心劝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飞）1 月 13
日上午，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三贤祠执
法大队对雁城凤岭路占用消防通道摆
摊卖菜现象进行了整治。
据三贤祠执法大队执法队员介绍，

以前有城郊农民带蔬菜到凤岭路一处消
防通道摆摊售卖，
后来一些蔬菜商贩发现
了这里的
“商机”
，
直接开车把蔬菜运到这
里贩卖，俨然把此处当成了一个“小门
店”
。1月13日上午8点，
执法人员来到这

里对小商贩进行劝离。经过执法人员近
一个小时的耐心沟通，
3 户商贩终于将蔬
菜运离现场。三贤祠执法大队有关负责人
表示，
后续将在此设置
“消防通道 禁止摆
摊”
警示牌，
防止占道摆摊现象再次出现。

公益广告

安全小知识

户疫情监管，每日对口罩佩戴、体温测
量、消毒清洁、人员登记等情况开展检
查并建立台账。
落实“防控责任告知制”。督促各
市场领域个体工商户落实疫情防控第
一责任人责任，详细告知其防控要求和
应履行的责任，做到全面告知、不漏一
户，
形成齐抓共管的疫情防控良好氛围。
落实“蹲点督导制”。压紧压实责
任，镇村干部分辖区对全镇个体工商户

疫情防控进行蹲点督导，确保镇域内每
户在达到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安全
经营，对未达到要求的责令停业整顿，
直至达到要求方可恢复经营。
落实“督查督办制”。镇疫情防控
市场监管组会同镇纪委全面开展暗访
督查，严督实导，防止出现防控漏洞，确
保各项措施真落地、见真效。严肃工作
纪律，对镇、各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失职失责行为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怎样识别一氧化碳中毒？

1.轻度中毒。中毒者会感觉到头
晕、头痛、眼花、全身乏力，这时如能及
时开窗通风，吸入新鲜空气，症状会很
快减轻、消失。
2.中度中毒。中毒者可出现多汗、
烦躁、走路不稳、皮肤苍白、意识模糊、

老是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如果采取
有效措施，基本可以治愈，很少留下后
遗症。
3.重度中毒。此时中毒者多已神
智不清，牙关紧闭，全身抽动，大小便失
禁，面色口唇现樱红色，呼吸、脉搏增

快，血压上升，心律不齐，肺部有罗音，
体温可能上升。极度危重者可持续深
度昏迷，脉细弱，呼吸不规则，血压下
降，也可出现高热 40℃，此时生命垂危，
死亡率高。即使有幸未亡，也会遗留严
重后遗症。

煤气中毒的现场急救应遵循哪些原则？
1.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
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
重心、肺负担及增加氧的消耗量。
3.给予中毒者充分的氧气。
4.对中毒较轻的病人，可以让他喝
些浓茶、鲜萝卜汁和绿豆汤等。

5.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
抬离中毒环境，让病人平躺下，解开衣
扣和裤带。在最短的时间内，检查病人
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还可以针炙，针

炙时可刺入人中、足三里、十宣等穴位。
7.呼叫“120”急救服务电话，请急
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
进一步检查治疗。
9.中毒者应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
疗，减少后遗症。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资自然资告〔2021〕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书面申请。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心于 2021 年 2 月 2 日 10 时组织申请人
理法》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踏勘。
用地使用权规定》
（原国土资源部令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第 39 号）等相关规定，经资阳市人民
为 2021 年 2 月 2 日 16 时（以竞买保证
政府批准，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到账时间为准）。
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城东新区一宗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
项公告如下：
地矿产交易中心将在 2021 年 2 月 2 日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条
17 时 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件要求（详见下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卖会定于 2021 年 2 月 3 日 10 时在资阳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市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务中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街 12 号 2
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
楼）举行。
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 （五个账户均可交纳）
用增价方式有底价拍卖出让，按照价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中心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
公司资阳分行
人应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2 日
账号：22735001040024978
（法定节假日除外）到资阳市土地矿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产交易中心（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中心
局 702 室）获取拍卖出让文件及提交
开户行：中国银行资阳世纪广场

地块
编号

地块
位置

支行

中心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阳分行
账号：51050168730800000867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阳分行
账号：2312488129201280679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中心
开户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资阳分行
账号：60001300000893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中心（娇子大道二段 118 号资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 702 室）
联系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028－26379070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 月 14 日

规划条件主要控制指标
出让面积
（㎡）

土地用途

容积率

2021Y1- 文明寺路东侧、
城镇住宅
≥1.0
57342
2020-049 希望大道南侧
（兼容其他商服） 且≤2.8

账号：122614803181
开户单位：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

≤22

≥35

出让
年限

住宅 70 年
商业 40 年

拍卖
竞买
起叫价 保证金
（万元） （万元）

27090

8127

资阳市公园路延伸段市政道路工程（K0+000~K0+920 段）
资阳市文博路道路建设项目沥青混凝土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招标公告
资阳市公园路延伸段市政道路工
程（K0+000~K0+920 段）、资阳市文博
路道路建设项目沥青混凝土采购项目
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四川省致远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取招标文件，
并于 2021 年 2 月 3 日 14：30（北京时
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
采 SCZY2021001 号；
项目名称：资阳市公园路延伸段
市政道路工程（K0+000~K0+920 段）、
资阳市文博路道路建设项目沥青混凝
土采购项目；
最高限价：
3316387.5元（不含税）；
采购需求：资阳市公园路延伸段
市政道路工程（K0+000~K0+920 段）、
资阳市文博路道路建设项目沥青混凝
土采购项目，详见招标文件正文；
合同履行期限：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按需供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采
购本国货物；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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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取招标文件
（http://www.zyct.net/ ）上 以 公 告 形
时间： 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021
式发布；
年 1 月 20 日，
每天 9：
00-12：
00、
14：
002.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六、其他补充事宜
地点：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有限责任公司（资阳市仁德西路 222
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
号）；
不予接收。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
方式：1.现场报名：需携带单位介
标文件。
绍信原件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均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
须加盖公章；2.网上报名：
（1）将报名
下方式联系
资料的扫描件（单位介绍信及经办人
1.采购人信息
身份证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发送
名称：资阳城投雁兴商贸有限责
至 代 理 机 构 邮 箱 810371073@qq.
任公司
com ，
（2）须等代理机构收到并确认报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天
名；
缘大楼 B 座 3 楼
售价：300 元/份（招标文件售后
联系方式：何先生 13982980184
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
名称：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
时间和地点
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3 日 14：
地 址 ：资 阳 市 雁 江 区 仁 德 西 路
30（北京时间）；
222 号诚易佳和时代小区
地点：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
联系方式：魏女士 028-26757510
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资阳市仁德西
13659016467
路 222 号）。
3.项目联系方式
五、公告发布媒体及期限
项目联系人：魏女士
1.本次项目招标在《资阳日报》和
电话：028-26757510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网站
2021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