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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铁拳”行动
护航社会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志禄）10月 12日，“启航新征程 翰墨
颂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重阳节书画展在雁
城三贤文化公园开幕。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璞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赵璞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脱贫攻坚取
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一年来，全市离退休老干部饱含激情，精心
创作了诗、辞、联、赋近 1000首（副），书法美术作品 200余幅。本
次精心挑选集中展出的 100余幅书画作品抒发了离退休老干部
对党和祖国、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

展览现场，一幅幅书法精品佳作笔酣墨饱，一幅幅花鸟、山
水、人物绘画作品栩栩如生，作者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阳光心态
跃然纸上，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和辉
煌成就。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日。

本报讯（实习生 傅皓珂 全媒体记者 黄智微）近段
时间，安岳柠檬上市，各大种植园区内硕果累累、果香
四溢。

10月 10日，记者来到安岳县通贤镇人和村的安岳
柠檬伟杰科技园区，看见繁茂的柠檬树上挂满了金黄色
的果子。林下，村民们剪下柠檬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
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便道上堆满了一筐又一筐的柠
檬，叉车来回穿梭，将其装运上大货车。

园区负责人李红春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他告
诉记者，园区面积有300余亩，今年的产量预计有100万
斤左右，产值约 300万元。园区还辐射带动周边基地大
户种植2000余亩，今年也获得了丰收。

种植柠檬，让当地村民也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
红利。“现在我们把土地包给合作社种柠檬，自己也加入
了合作社，还长期在园区内打工。每年除了土地流转
费、加入合作社的年底分红，还有务工费，我一个人一年
都要挣3万多。”人和村村民李红群看着一车车柠檬，脸
上挂满了甜蜜的笑容，她告诉记者，大家的收入增加了，

日子越过越红火。
记者从安岳县柠檬产业发展中心获悉，今年安岳柠

檬每斤的售价约 2.7—3元，价格走势良好，较去年大约
1.7元每斤的售价提高了不少，主要销往成都、广州、上
海、深圳等地，有的还远销俄罗斯、中东等10多个国家和
地区。

本报讯（肖群英 朱国强）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安 岳 县 积 极 转 化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成 果 ，多 举
措开展“护苗”活动，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
场 ，保 护 未 成 年 人 身 心 健 康 ，引 导 青 少 年 抵 制 有
害 出 版 物 及 信 息 ，营 造 清 朗 健 康 、积 极 向 上 的 学
习成长环境。

“宣传+教育”，大力营造良好氛围。开展面对面宣
传，发放“护苗”宣传资料1000余份，引导文化企业经营
者诚信合法经营，自觉抵制有害低俗信息和非法出版读
物；让学生们了解“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远离不良信息”

“防止网络诈骗”“拒绝网络欺凌”“远离非法盗版读物”
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拒绝盗版，绿色阅
读”意识。

“线上+线下”，全面清查不留死角。不定时巡查未
成年人关注度高的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站，严禁传播有害
信息，强化网上书店巡查，不定时对所售出版物进行抽
查；深入排查各级各类学校周边的书店，严查工具书、教
辅读物（含教学电子辅导读物）进销货清单及发票，抽查
各类读物内容及查验软件APP。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不
良信息及有害读物。

“常态+重点”，严格执法点面结合。强化常态化检
查，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小吃店、网吧和娱乐场所列为
整治重点，采用错时检查、突击检查和联合检查等方式
开展重点督查，杜绝文具店、小吃店擅自发行出版物及
网吧和娱乐场所不按规定接纳未成年人等现象，为广大
学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梅）串通投标，是招投标领域的一大
痼疾，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近日，记者获悉，今
年，市公安机关破获“12.03”系列串通投标案”，涉案金额 6400万
元，有力净化了我市招投标市场环境。

据介绍，2020年12月3日，省、市纪委监委联合移送资阳市雁
江区某土地整理项目线索，称其项目招投标过程涉嫌串通投标，
项目涉案金额约6400万元。针对移交线索，市发改委、市公安局
等部门紧密配合，立即启动集中研判机制，采取由人到案、由案到
线、由线到面的大数据研判模式，梳理涉案公司 15家，查询涉案
银行账户200余个，调取数据5万余条，成功摸排出涉嫌串通投标
团伙4个，并锁定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

2021年1月，市公安局开展收网工作，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成功破获该案。经查明，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为中标后将标的
转卖他人获益，借用符合投标要求的15家公司资质，参与资阳市
雁江区某土地整理项目6个施工标段投标。在投标过程中，李某
为保证能中得投标的标段，其利用借到资质的公司，不仅在制作
投标文件过程中串通报价，还通过围标手段参与投标，6个施工
标段中，有个别标段全是李某借到的公司参与投标。剩余的标段
中，李某借来投标的公司占比达到 80%。最终李某通过上述方
式，成功中得该项目5个标段。然后李某联系买家将中得的施工
标段卖出，非法获利120万余元。

“该案涉案金额巨大，组织严密，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损害了项目业主及其他投标人的利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当前，该案已移交法院审理。

据悉，自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通过拓宽线
索来源渠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等方式，加大
招投标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查办打击力度。2021年1月至今，全市
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侦查串通投标案件共计13件（含年前案2件），
涉案金额共计约1.5亿元。

本报讯（实习生 傅皓珂 全媒体记者 黄智微）10月
10日，记者从安岳柠檬伟杰科技园区了解到，这里产出
的柠檬，除了一部分销往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将被送往
安岳一家榨汁厂，随后成吨的柠檬汁会被运往成都大邑
的亚玛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用于柠檬凤爪的生产。

据了解，9月7日，“亚玛亚柠檬凤爪·四川安岳柠檬
原料种植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安岳柠檬伟杰科技园区
举行。该基地以安岳柠檬科技园区为核心，总规划占地
10000亩，首期建设2000亩，将长远规划绿色柠檬、生态
柠檬、有机柠檬种植，以“定向种植、专业加工、安全应用、
逐步扩大”为主要线路，满足柠檬凤爪的市场需求。此项
目是安岳柠檬产业深化转型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有利
于进一步推动安岳柠檬的种植创新、应用创新、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在成都亚玛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看到，凤爪煮好之后用柠檬汁加上各种香料，浸泡后便
进入内包装车间。然后工人把制作好的凤爪放进模
具，通过自动包装机包装后再进行杀菌、全自动外包，
一袋柠檬凤爪就下线了。

“我们工厂生产柠檬凤爪大量需要柠檬作为原料，
而安岳柠檬又相当出名，便确定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
的柠檬基地。”成都亚玛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靳
松说，目前，该厂日产各种风味的凤爪 20吨，其中柠檬
凤爪占比80%。

安岳柠檬上市身价大增
每斤同比提高至少1元涨幅六成左右

柠檬“牵手”凤爪
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严打招投标领域违法犯罪
今年已立案侦查串通投标案件共计13件，

涉案金额约1.5亿元

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暨重阳节书画展开幕

安岳

开展“护苗”活动助力学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玥昕）在重阳佳节来临之际，10月 13
日，资阳市暨雁江区 2021年“九九重阳”敬老活动在苌弘广场举
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敬老、孝老的
良好氛围。

活动在开场舞《吉祥欢歌》中拉开序幕，朗诵《我骄傲，我是
中国人》、舞蹈《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时装秀《时尚旋律》等 10个
节目轮番上演。参加演出的老年朋友精神抖擞，用深情的歌唱
和充满活力的舞蹈庆祝自己的节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展现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良好精
神风貌，赢得了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也为老年朋友们增添了
活力和乐趣。

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长寿文化书画展、爱老助老宣传、长寿
养生产品展示等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义诊、健康咨询、普法宣传、
书画指导等多种志愿服务，进一步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据悉，近年来，雁江区持续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认真落实
“老年人免费乘公交车”“80岁以上高龄补贴”“失能老人护理补
贴”等举措，全区老年人的生活条件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
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长寿之乡”的金字招
牌愈发闪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耿楠）10月13日，资阳新闻传
媒中心组织党员到中国牙谷与陈毅故里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

在中国牙谷，全体党员通过听取讲解和观看视频，
了解了中国牙谷口腔全产业链、牙谷建设进展与未来
口腔诊疗前景。在陈毅故里，大家参观了陈毅生平事
迹陈列馆和陈毅故居，通过一幅幅图画、一件件实物、
一段段文字，回顾陈毅元帅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感受
革命先辈不屈不挠、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参观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近年来资阳发展日
新月异，尤其产业发展未来可期。将牢记入党初心、恪
守对党承诺，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资阳贡献力量。

资阳新闻传媒中心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我们的节日·重阳

暖心活动传递浓浓敬老情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上接01版）
3.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单位：雁江区宝莲街道办、雁江区

卫生健康局
联系电话：15760026647
电子邮箱：sjzyswxc3@163.com
接访地点：雁江区迎宾大道 99号希望城凯里亚德

酒店
意见箱地点：①雁江区正兴街209号雁江区行政服

务中心正大门左侧；②雁江区正兴街209号区级机关办
公区7号楼区纪委监委（禾邦大厦）正大门左侧；③雁江
区宝台大道 184号宝莲街道办事处办公楼正大门左侧
立柱；④雁江区正兴街209号区级机关办公区2号楼正
大门电梯 4楼（雁江区卫生健康局）电梯出口右转梯步
通道；⑤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 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
道；⑥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大门右侧外墙。

4.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单位：安岳县岳城街道办、安
岳县公安局

联系电话：13568539710
电子邮箱：sjzyswxc4@163.com
接访地点：安岳县柠都新城柠都大道9号菲美斯酒店
意见箱地点：①安岳县东大街 48号岳城街道办公

楼下；②安岳县东大街奥鑫锦城B区环球购物超市入
口；③安岳县兴隆街 100号安岳县公安局门口；④安岳
县兴安路188号安岳县交警大队门口；⑤市级机关办公
区二号楼1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⑥市纪委监委机关办
公楼正大门右侧外墙。

特此公告。
中共资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0月8日

巡察公告
（上接01版）

农路+物流网络
加强交邮合作服务群众“零距离”

近日，乐至县童家镇白果村村民吴云通过电话“预
约”了乡村便民小客车，不到10分钟，农村客运驾驶员王
兴德就驾驶着一辆印有“村村通客运 户户通邮政”字样
的黄色小客车接送他到镇上。

王兴德除了是一名驾驶员，还有另一个身份——快递
员。每天午后，王兴德就会将车开到童家镇物流仓配中心

“交邮融合”示范点，把包裹分拣、装车后，驾驶着“小黄车”
驶向附近村子，将邮件、快递送到各个村的“金通·快邮驿
站”，然后把有出行需求的村民接上车送达目的地。

据悉，2020年4月，我市在童家镇创新实施“交邮融合”模
式，利用农村客运班车将沿线村子的信件、快递包裹等运送到
村级快邮驿站和村民家门口，实现村村通客车、户户通邮政。
目前，全市正进一步加强交邮合作，已建成3个县级仓配中
心、80个镇级运营中心、963个村级驿站，达标比例100%。

童家镇团结村村民杨素容喜欢网购，在团结村“金
通·快邮驿站”拿到包裹后她开心得合不拢嘴。杨素容告
诉记者：“以前拿包裹要跑到镇上，现在村上各个地方都
有了快邮驿站，取件比较方便，我就开始经常在网上买生
活用品了。”

“为解决农村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采
取区域化经营的模式，开启了赶场班、学生班、周末班以及
预约响应制服务，覆盖了全县没有覆盖农村客运车辆的
246个村，乐至全县所有的行政村和乡镇 100%通上了客
车。”乐至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副大队长唐道敏说，通过交邮合作，还解决了农村群众寄
取快递包裹的问题，让农产品进城和快递下乡更加便捷。

农路+公益性岗位
村民养护农路助农增收有出路

安岳县文化镇隆恩村村民雷建国从 2019 年开始，
从事养护农村公路公益性岗位工作。他在干好农活的
同时，负责其家附近一段农村公路的保洁清扫养护，并
把沿途收集的垃圾投放到垃圾清运点，成为一名专职
的农村公路“保姆”，每个月可以增加 300 多元的收入。

文化镇党委委员李治德告诉记者，截至 2020 年底，
文化镇农村公路的建设里程已接近400公里。随着里程
的增加，养护的压力也在增大，在县交通运输局的指导
下，文化镇积极探索推广“农村道路养护＋公益性岗位＋
扶贫就业”模式。目前已设立 52个公益性岗位，每年发
放公益性岗位津贴超过20万元，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困难
人员就近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农村道路的养护。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我市成立县级公路养护管理机
构 3个、乡镇养护管理办公室 116个、村级养护队伍 1988
支，县、乡、村三级养护管理机构覆盖率达 100%。将
11450公里农村公路全部纳入养护，列养率达100%；将全
部县道、农村公路桥梁（971座）纳入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养
护，实现专养率 100%。建成机械化养护与应急保中心 3
个，实现县（区）100%覆盖。

“继安岳县被省政府评定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
县后，乐至县也于今年迎接了省级考评，雁江区正在积极
创建省级示范县（区）。”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说，我
市明确2021年至2025年，重点完成农村公路品质提升三
年行动和撤并建制村畅通、产业路旅游路、组组通等“五
项工程”，进一步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创建
全域“四好农村路”示范市，确保“十四五”期间实现农村
公路建设上新台阶。

（上接01版）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
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
团结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
相互认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
立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
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
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
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
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
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
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
复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所作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活动，
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将继续为
促进德中、欧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装运。

采摘。

柠檬凤爪生产线。本组图片由全媒体记者 秦建华摄

资阳：建好“四好农村路”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