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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优品道·资溪学府二期11-22号楼业主：
恭喜您所购买的由我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四

川省资阳市育才路 160号的优品道资溪学府项
目二期商品房（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车位），
已经由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格，达到交付使用
条件。我司定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至 29 日（9：
00-17：00）在优品道·资溪学府北大门（育才路
一侧）现场集中办理交付手续。我司已按照《商
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联系方式及地址向您邮
寄《交付通知书》，届时请您按照《交付通知书》

所述的具体时间携带相关资料及费用前来收
房 ，我 们 恭 迎 您 的 到 来 ！ 咨 询 电 话 028-
26279888。

如因买受人（即业主）电话、地址变更或买
受人自身其他原因导致买受人未能获知交房日
期的，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为出卖人（即我
司）书面通知已送达买受人。

特此公告
资阳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因媒体融合发展工作需要，资阳日报社、资阳广播电视台已合
并组建资阳新闻传媒中心。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
其细则有关规定，资阳广播电视台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1年 9月 15日起 90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8-26129396
特此公告。

资阳广播电视台事业法人注销登记清算组
2021年9月15日

交房公告 关于事业单位法人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 潘政吉 安翔

为全面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筑牢公
共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岳县两板桥镇着力推进

“雪亮工程”建设，为镇域范围内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数字
化保障。

助力走失人员搜寻。2021年7月29日，玉龙村一初中生出门
接种疫苗后走失，其亲属四处寻找未果，两板桥镇组织镇干部、村
组干部、警务室辅警等立即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通过“雪亮工
程”视频监控，最终在石羊镇赤云毫子口找到了该学生并将其安
全送回家。

助力交通事故侦办。2021年9月9日，适逢赶场天，人流量密
集，一小型三轮电动车在倒车时因操作不当突然撞向人群，造成
两位老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镇全力配合交警部门开展调查工
作，运用“雪亮工程”调阅事故发生过程，为案件侦办提供了真实、
客观、公正的视频证据。

目前，两板桥镇“雪亮工程”75个规划点监控已全部安装到
位，涵盖镇域范围内9个村（社区）。镇社会治理办对监控室实施
规范化管理，对调阅情况严格实行台账登记制度，确保数据信息
无失密泄密情况，安排专人对镇级、村级“雪亮工程”平台进行24
小时巡查值守，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自投入使用以来，
镇、村、警务室等利用“雪亮工程”方便快捷的监控功能及时有效
预警预判，快速高效地协助办案，开展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结合

“慧眼工程”推动视频监控网络进村入户，打通信息化守护“最后
一公里”，助力数字化“平安两板桥”建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得到了及时有效保障，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雪亮工程”
助力数字化“平安两板桥”建设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边督边督
边改边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凌嘉）近日，
雁江区迎接镇化龙村一碎石厂被依法拆
除，厂内堆放的碎石、河沙和水泥块等材
料被清运处理，被占用的土地正在复
垦。“原来这个碎石厂加工的时候灰尘很
大，现在拆除了，我们都高兴。”化龙村11
组村民李某富说。

8月 28 日，雁江区接到中央第五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信访举报件，
有群众反映，迎接镇化龙村 11组有个加
工厂“非法加工碎石，没有环评相关资
质，加工时灰尘很大。”接件后，雁江区
高度重视，迅速组建专班，第一时间到
现场调查核实处理。

据了解，被投诉的碎石加工厂位于化
龙村11组，占地面积约 6 亩，其营业执照
规定的经营范围主要为“销售建材”，但存
在加工碎石混合料等超范围经营的行为。

“据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没有环
评相关资质’‘加工时灰尘很大’问题均
属实。”迎接镇党委书记陈翰表示，该加

工厂经营业主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自
行购买加工设备进行露天生产；在走访
群众时，8 人反映该碎石加工厂自 2021
年 1 月起有生产现象，破碎及运输石料
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灰尘。

记者了解到，该加工厂虽持有工商
营业执照但属超范围经营，无工业用地
许可证，未修建生产加工厂房，无相关污
染治理设施，迎接镇前期已将其按照“散
乱污”企业整治标准进行整治。2021年7
月 6日，区经科信局、迎接镇政府共同对
该碎石加工厂进行去功能化处理，拆除
所有生产设备。自设备拆除后，该加工
厂未再进行生产，未产生灰尘。

8 月 28 日，碎石加工厂业主将场内
堆放的碎石、河沙和水泥块等材料800余
吨清运处理完毕。8 月 29 日下午，已完
成场地材料清运，不会对环境造成新的
污染。同时，迎接镇政府积极开展土地
复垦工作，同时加强环境网格化监管，防
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迎接镇非法碎石加工厂已拆除
占用的土地正在复垦

聚焦“六个严禁”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⑤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 全媒体记者 卢凌嘉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能听到供电机
房的噪声，让人休息不好，现在整改了就
好了。”近日，说起小区供电机房搬迁工
程，乐至明都锦成小区 1栋 3单元的居民
吴治容高兴地表示，“扰民的噪音消失
了，给政府的迅速处理点赞。”

“明都锦成小区 1 栋 3 单元负 1 楼的
电机房电机声扰民。”8月29日，乐至县接
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
信访举报件。接件后，乐至迅速组建专
班，第一时间到现场调查核实处理。

经现场调查，明都锦成小区 1 栋 3
单元负 1 楼安装有小区配电设施，其中
干式变压器运行期间产生低频振动造
成噪音。当日下午，监测机构在楼上
与隔壁住户家布设了 4 个噪音监测点
位，开展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音
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有 3 个点位噪声
夜间检测值超标准限值，群众反映情况
属实。”据乐至县住建局质安站工作人员

刘双贵介绍，根据调查结果，工作专班按
照县委、县政府“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
要求分两步解决问题，第一步，迅速给供
电机房加装隔音减震材料，降低噪音；第
二步，将供电机房搬迁至合适位置，确保
问题彻底解决。

第一步整改措施立即启动，仅一天
时间，相关部门就完成了供电机房的设
施改造，变压器底部加装起了支撑绝缘
胶垫，原有普通门窗被更换为防火隔音
门窗。不过当晚的监测数据显示，居民
家中依旧存在噪音超标情况。

“未达到整改效果，怎么办？”8月 31
日一早，乐至县再次组织工作专班现场
踏勘，经研究决定把供电机房搬迁至小
区3栋地下室，从根本上解决噪音扰民问
题。9月 1日，在细化供电机房搬迁方案
后，相关部门随即开展行动。

近日，记者在锦成小区3栋地下室施
工现场看到，新的供电机房已完成施
工。据刘双贵介绍，完成调试后，新供电
机房将投入运行，为群众创造安静的生
活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佳音）第六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四
川赛区决赛暨四川省全民健身第十四届象棋棋王赛于 10月 5日
在成都圆满收兵，来自安岳的棋手金红获得亚军。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象
棋协会指导，四川省棋类协会、成都棋院主办。134名参赛选手
中，公开男子组114人、公开女子组20人，参与人群中有全国业余
冠军及各省市顶尖高手，使得比赛精彩纷呈。经过3天的激烈角
逐，都江堰王晟强摘得公开男子组冠军，金堂周博靓获得公开女
子组冠军。今年 51 岁的安岳象棋爱好者金红接触象棋已有 30
年。本次比赛中，他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取得了好成绩，为资阳
象棋项目争得荣誉。

进一步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审批、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和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坚持
农地农用。扎实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清理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巩固“大
棚房”问题清理整治成果。积极构建耕地
利用镇（乡）、村包片巡查机制，加大执法
监管力度，加强耕地保护管理执法检查，
严厉打击破坏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各
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新增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行为。

安岳棋手金红
获四川省棋王赛亚军

乐至明都锦成小区一供电机房搬迁在即
扰民噪音即将清除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郭春荣）10 月 11
日，一场主题为“弘扬爱老敬老孝老传统 共
建共享文明和谐社会”的“爱老敬老送文化
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在乐至县中心敬老院
举行。资阳市老年志愿服务支队的志愿者
们带来了十余个精品节目，为百余名老人
呈现了一场精美的视听盛宴。

演出在喜庆欢快的舞蹈《幸福资阳舞
起来》中拉开帷幕，舞蹈《灯火里的中国》
展现了志愿者们的爱国之情，旗袍秀《水
墨中国》清丽高雅，女声小合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悠长的曲调唤起观众们的红色记
忆……舞蹈、旗袍秀、京剧等不同形式的精
彩节目，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活，赢得了
阵阵热烈的掌声。

“表演得好！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演
出。”三无老人张世友为志愿者们的精彩表
演点赞。

“重阳节快到了，志愿者们都牵挂着老
人，为他们带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陪
伴他们度过重阳佳节。”资阳市老年志愿服
务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资阳市老年志
愿服务支队去年成立以来，已参与过多场重
阳慰问活动，今年还将陆续开展爱老敬老送
文化进社区、爱老敬老送政策入户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民政局主办，市老
年大学、乐至县民政局承办，旨在充分发挥
老年志愿服务在养老服务和老人关爱中的
积极作用，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延续爱老敬老文明风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智微）10 月 10
日晚，资阳万达广场一理发店内，一小女孩
在玩耍时被糖卡住喉咙，几个大人围着她施
救无果，此时，正在理发的顾客胡轲立刻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下孩子。

10月11日，记者来到这家理发店，向店
员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并查看了店内的监控
视频。

监控视频显示，当晚 7点 43分，小女孩
正在理发店内和一名女士玩耍，突然疑似被
异物卡住了喉咙，该女士立刻将小女孩抱进
了洗头间找家长。小女孩的妈妈抱起孩子，
不断拍打背部，1 分多钟过去仍然没有好
转。此时，一个围着围布的男子冲了进来，
迅速从背后抱住孩子，不断为她拍打背部、
挤压胸部。几十秒后，小女孩吐出异物缓过
气来，该男子便转身离开。

“当时我正在给那个帅哥剪头发，发现
小女孩被卡住后，那个帅哥连围布都没来得

及扯，就和我一起冲进去了。”发型师阿涛
说，“当时情况挺紧急的，那个帅哥没有迟
疑，迅速地救下了小女孩。”

随后，记者找到了救人的市民胡轲。胡
轲表示，自己家里有小孩，平时从书上和网
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当时没有多想
就跑了过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小孩进
行急救，差不多二三十秒钟后，小女孩就好
了。”胡轲高兴地说，孩子能够脱险，他感到
很欣慰。

据悉，海姆立克急救法是一种专门抢救
急性呼吸道异物堵塞患者的方法，是目前世
界上公认有效的抢救方法之一。其原理主
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令腹部的膈肌迅速
上抬，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一
股向外的冲击力，可以促使梗塞气道的异物
排出。日常生活中，异物卡喉窒息事件时有
发生，正确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快速
助人脱离危险。

理发店内一小孩吃糖卡喉
顾客上演“教科书式”急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耿楠）近日，四
川省文明办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四
川好人榜”。资阳市乐至县的陈彩霞榜
上有名，入选 2021年第三季度“四川好
人榜”敬业奉献好人名单。

1985 年出生的陈彩霞，经主动申
请从 2015 年 5 月起成为乐至县首批选
派的第一书记，在孔雀乡龙凤村任
职。当时，陈彩霞已经怀有 4个月的身
孕，初次担任第一书记的她没有懈怠，
每天风雨无阻走访群众。2017 年，休
完产假的陈彩霞离开了家，再次投身
扶贫事业，担任东山镇八角庙村第一
书记。同年 5 月，在陈彩霞的感染下，
丈夫杨方华经多次申请，成为宝林镇
龙形村第一书记。为帮助村民销售农
产品，陈彩霞夫妇积极利用社交平台、

帮扶单位、亲朋好友等进行推介，订单
式收购农产品后再拉进城销售。三年
下来，夫妇二人为村民销售了价值 20
万元的各类农产品。

陈彩霞怀着对村民的深情，两度履
职贫困村第一书记，在身怀六甲之时依
旧顶着烈日行走在田间地头，为村民排
忧解难。她不仅自己投身扶贫事业，也
带动丈夫杨方华投身其中，相互扶持、
不畏艰难、真情为民。舍弃“小家”为

“大家”，陈彩霞用实际行动诠释驻村第
一书记的责任与担当。

在多年的扶贫工作中，陈彩霞成绩
突出，曾被四川省委省政府表扬为“优
秀第一书记”、被四川省妇联评为四川
省“三八红旗手”，获评新华社“中国网
事·感动2020”三季度网络感动人物。

资阳1人上榜
2021年第三季度“四川好人榜”迎重阳送文艺志愿服务暖人心

市老年大学开展“爱老敬老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店内监控视频截图。

本报讯（实习生 付啸天 全媒体记者 苏秋伃）10月10日，“对
话匠心·携手知名画家苏茂隆先生·安岳石刻写生”第二季活动走
进国家级文化遗产安岳县圆觉洞，一群可爱的小朋友用画笔记录
下美丽的石刻文化瑰宝。

此次活动共吸引了100余名小朋友参加，邀请到画家苏茂隆
担任讲师。苏茂隆，安岳县人，从小便受到石刻佛像的艺术熏陶，
目前他担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
长。近年来，苏茂隆致力于用绘画艺术定格安岳石刻的风华。

“安岳石刻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材质
易氧化，时间久了就无法完整保存。”苏茂隆告诉记者，为了让后
人能够一睹古代匠人精湛的雕刻技艺，他便用画笔把安岳石刻记
录下来。这次写生的目的，是想让安岳石刻留在小朋友们的画纸
上、刻在小朋友们的心中。

写生现场，孩子们纷纷支起画板、拿起画笔认真作画，莲花手
观音、净瓶观音等石刻造像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圆觉洞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写生，我感
到非常开心。”安岳县东方红小学学生崔浩莀告诉记者，今天他画
的是莲花手观音，在绘画的同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古人的智慧。

安岳这群小朋友
用画笔“保存”国家级文化遗产

用画笔记录文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