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行风监督电话 028—26655886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E-mail:bjzx330@163.com

官方微信 掌上资阳
官方微博 资阳观察

本期责编 钟雷 编辑张建 版式任成 常年法律顾问敖翔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二段597号 邮编 641300 零售价 1.50元

资阳网 www.zyrb.com.cn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值班副总编辑
李必泽

2022年11月24日 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初一星期四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51-0036 第7523期中共资阳市委机关报 资阳日报社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陶思懿 黎
晖）11 月 2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善平走访联系企业，调研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重点听取企业困难需求
和政策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信心、鼓
足干劲，千方百计纾解企业难题，以
实际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王善平先后走进四川加多宝饮料
有限公司、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正美齿科科技有限公司、资阳
皇冠制罐有限公司的车间厂房，与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倾听企业在现阶段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并一对一进行纾解
指导。

王善平指出，今年仅剩最后一个

月，早已吹响“决战四季度、大干一百
天”的冲锋号，各级各部门要加强与
企业的沟通联系，强化政策支持，优
化服务保障，切实做好助企纾困工
作，着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
点、痛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创新添动
力、发展增活力，助推企业健康发
展。企业要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形势，提振发展信心，抢
抓发展机遇，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在
各自的领域深耕细作，推动产品转型
升级、最大限度释放产能，调整销售
方式、畅通销售渠道，尽快减少企业
因疫情积压的产品库存，力争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为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贡献。

市政府秘书长邓继红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陶思懿黎晖）
11 月 2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善平
率队到雁江区、高新区督导疫情防控
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各项部署要
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韧劲拼劲，抓
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提升
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歼灭战。

王善平先后前往全民健身中心亚
定点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亚定点医
院、高新区人才公寓隔离点、维也纳 3
好隔离酒店和品雅隔离酒店，与各点
位负责人深入交流，督导亚定点医院
救治启用准备情况、医院和隔离点的
运行管理情况。

王善平强调，要把落实二十条优
化措施及相关指导性政策与实施第九

版防控方案结合起来，坚决果断把各
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全力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快完
善亚定点医院和隔离点位的各项硬件
设施，加强人员配备和医疗物资、生活
物资储备，严格做好医务人员和管理
人员自我防护，坚决杜绝交叉感染，防
止风险外溢。要坚持以快制快，加强
混管阳性筛查，快速深入细致开展流
调，对风险人员和风险场所要快速采
取隔离、管控措施，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工作。要强化市级统筹、
市区联动机制，从人员、物资等方面全
力支持雁江区、高新区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集中资源和力量打赢疫情歼灭
战，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

市领导焦杨、罗道坤，市政府秘书
长邓继红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督导。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远雄 王瑞
琪）11月23日，市委书记元方主持召开
会议，专题听取高新区工作情况汇报，研
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
定不移抓项目、促投资、助企业、稳增长，
推动高新区跨越发展、突破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国资委党委书记赵
浩宇出席会议。

在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
元方对高新区今年以来取得的成绩给

予肯定。他指出，高新区是产业发展的
主阵地，是全市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当前发展形势，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资同
城化发展等重大机遇，坚持两区协同、
区企协同、企企协同，强化市场化思维，
聚焦“项目、园区、企业、环境”，认真谋
划明年工作，全力创建国家高新区，为
全市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元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定推动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在高新区具体化。要坚持“一手抓存
量、一手抓增量”，围绕项目突破，发挥
市属国有企业“开路先锋”作用，深入开
展资本招商、专业招商、精准招商，引进
更多具有引领性、支撑性作用的产业项
目，重点培育发展以口腔为龙头的医疗
器械产业，确保明年投资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要坚持规划引领，坚持产业集
中、空间集聚，加快推进标准厂房建设，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高园区综合承载
能力。要把企业培育作为重中之重，抓
好中车资阳机车、现代商用车、百威啤

酒等现有重点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在谈
项目尽快签约和已签约项目落地建设，
努力实现满园入驻。要创新政务服务
模式，持续优化医疗器械等产品注册认
证审批流程，着力构建低成本要素环
境，形成产业发展的相对优势。当前，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扎实抓好重
点领域风险防范，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

市领导周月霞、薛学深、张建红，市
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元方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高新区2023年工作

坚定不移抓项目促投资助企业稳增长
推动高新区跨越发展突破发展

赵浩宇出席

王善平在带队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王善平在调研联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时强调

千方百计纾解企业难题
多措并举助推经济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郭菁）11 月
22日，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筹备工作
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筹备情况，各工作组和有关单位汇报
了相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
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对接下来
的工作再部署、再要求。

王荣木指出，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将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
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全市2022年
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以及2023年计划
和预算草案等报告，还有重要的选举事
项。开好这次会议，对于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动员号召全市
上下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团结奋

斗、埋头苦干，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王荣木强调，各工作组和有关单位
要高度重视会议筹备工作，按照市委要
求和市人大常委会安排，准确掌握大会
安排和相关要求，加强与各区县和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支持配合，认真做好
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及时沟通重
要事项和情况；要扎实抓好疫情防控，
按照近期中央出台的二十条优化措施，
精准防控、高标准防控，组织成立专门
的防控医疗队伍，制定工作方案、应急
预案、防控指南并组织实施，做好会务
物资保障、环境消杀、人员动态摸排等
工作，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主持会
议。副主任孙军、雷明、万志琼、姜鸿
飞，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筹备工作会召开

王荣木出席

□ 全媒体记者 黄智微

眼下正是红薯丰收的时节，祥符镇
惠农供销社像往常一样，一早就从桃树
村、华泉村、二湾村、松树村等周边村镇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手中，收购到
了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因为这
里的红薯品质稳定，口感香甜软糯，每
天线上、线下销售订单不断。

据悉，祥符镇惠农供销社是雁
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技术力量
为支撑打造的核心项目，采取土地
流转、产业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模式，
着力为农民提供产、供、销一条龙

“保姆式”综合性服务。目前，该供
销社有农村经纪人 15 人、入社社员

2508 人，流转土地 89 亩，拥有大棚
红薯育苗基地 38 亩、托管土地 650
亩、红薯产业园 500 亩，年农资销售
量 300 余吨。

“我们的红薯育苗基地培育了普
薯 32 号、龙薯 9 号、商薯 19 号等优质
薯苗，为保和镇、中和镇、南津镇、伍
隍镇等周边乡镇提供 4000余亩苗子，
带动 3000余户农户、12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优质红薯。”祥符镇惠农供
销社主任童志超告诉记者，免费提供
红薯苗、统一栽种模式、统一管护技
术、统一收购，他们依托“产业保底收
购＋线上线下销售”的种销模式，解
决农户产出的名优红薯卖价低和卖
出难问题，助农增收。（下转02版）

□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雨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公租房保障
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帮助越来越多的
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11 月 21 日上
午，记者走进位于雁城二环路有 300余
套公租房的幸福家园小区，看到不少居
民悠闲地晒着太阳，小区内还张贴了各
项就业指南，帮助居民找到理想工作。
搭乘电梯上楼，走进一套公租房，只见
居民范丽琼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整个房
间收拾得干净、温馨，一室一厅的房子
布局紧凑，各项功能设施齐全。

范丽琼今年 39 岁，作为城镇低收
入家庭，2019年，她向社区递交了申请，
满足条件后通过公开摇号，她分到了一
套 50 平方米的公租房。搬入新家后，
她还将房屋进行了简单装修。“以前租
的房子环境很差，厕所、厨房也是公用
的，住得不如现在舒心。”范丽琼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以往租住的单间一个月需
要近 200 元的租金。而新家是一室一
厅的户型，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一个月
租金才 200元，比市场上同样配置的房
子低很多。

范丽琼的经历只是我市公租房
让群众租得放心、住得安心的一个真
实写照。为不断解决住房困难群体
安居问题，今年，市住建局发布了关
于 2022 年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
物配租的公告，此次中心城区配租涉
及 341 套房源，包含两室一厅、一室一
厅、客卧一体 3 种户型，涉及幸福家

园、多弗诚园、粮业路公租房、泥河风
光等 13 个小区。

新一批住房困难群体即将入住公
租房，那么，这些公租房条件如何呢？
记者进行了走访。

陈家湾天和人家小区临近市人民
医院，三贤九义校、刘家湾幼儿园与它
相距不远，小区内楼层不高，记者随机
走进还没有居民入住的两室一厅公租
房，这里的公租房户型方正、光照充足、

水电气三通。
粮业路公租房小区树木葱茏，停

车规范，消防设施齐备，居民们有说有
笑。“我们住在这个小区很放心，不仅
有物业公司管理，还安装了人脸识别
系统，外人不能随便进来。”李周菊感
叹道。

李周菊所称的人脸识别系统，是全
市公租房智能管理系统。该系统不仅
能实现小区精细化管理，解决住户进出

管理、访客实名登记、车辆乱停乱放、小
区治安管理等难题，还能解决保障房后
期管理上的转租、转让、转借、空置、欠
租等难点痛点问题，切实做到保障房的
公平善用。

下一步，我市将严格按照《资阳市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严格实行“三
级审核、三次公示”，对符合条件的家庭
采取公开摇号配租，让更多人实现安居
梦想。

暖心公租房

让困难群众租得放心住得安心

本报讯（毛登宏 全媒体记者 陈
维）11 月 22 日，资阳高新区健壹资
本国药口腔项目签约仪式在高新区
举行。

此次签约的国药口腔项目是一家
由健壹资本发起设立的专注于口腔中
游渠道资源整合的大型集团化公司，
该项目将赋能口腔行业上下游产业
链，提供诊所设计、设备采购、医护专

业教育、供应链金融、口腔专业保险等
多元化服务，为高新区全面打造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产学研销医养”一体化
全产业链口腔装备材料产业基地和

“国内领先 世界知名”的中国牙谷提
供坚实支撑。

据悉，该项目建设周期为5个月，3
年内计划总投资3亿元，全面建成投产
后，预计第一年营业收入可达3亿元。

祥符镇惠农供销社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助力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高新区举行健壹资本
国药口腔项目签约仪式

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

天和人家小区公租房。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23 日公布《关
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工作的通知》，推出 16 条金融举
措，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两部门当日公布的通知明确，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因城施
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
房地产融资合理适度，维护住房消费
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为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通知

提出，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个
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稳定建筑企业信
贷投放，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
融资合理展期，保持债券融资基本稳定，
保持信托等资管产品融资稳定。

在“保交楼”金融服务方面，通知提
出，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按照有关政策安排和要求，依法合规、
高效有序地向经复核备案的借款主体发

放“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运行、专款专
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
项目加快建设交付。同时，鼓励金融机
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推动化解未交楼
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为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
置，通知还提出做好房地产项目并购金融
支持，鼓励商业银行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
项目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
企业兼并收购受困房地产企业项目。

（下转02版）

两部门推出16条金融举措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资观监督报道组

9 月 9 日，《资观监督》栏目以《村
民盼盼盼！难走的村道啥时修》为题，
报道了雁江区堪嘉镇中心村 9 组（原
大桐村 11组）的村道集资后迟迟未见
动工一事。目前该村道是否已动工，
进展如何？11月 22日，记者再次进行
了实地走访。

一走进中心村，就能听见施工机
械的阵阵轰鸣声——村民期待的村道
硬化已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在施工现
场，只见挖掘机挥舞着长臂挖土，装载

机来回穿梭转运泥土，村道建设正有
条不紊地进行。

“我现在是说不出的高兴，盼了几
代人的这条路，今天终于开始修了！”

“看到动工了都高兴得很，有些老人天
天都要提个板凳出来坐着看修路。”“感
谢政府，给我们把乡村公路修起，希望
早点修好。”站在家门口看着热闹的施
工场景，村民们扒拉着手指头，盘算着
道路竣工的日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开心地表示，他们将彻底告别“晴
天一身灰、雨天满脚泥”的通行窘境，迎
来一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可谓是“公
路修到家门口，日子甜在心里头”。

据了解，这条在建的道路名为新
麻路，全长约 0.7 公里，目前正处于
路面拓宽阶段，即将进入路面平整、
压实、混凝土浇筑阶段。预计 12 月
底通车。

《村民盼盼盼！难走的村道啥时修》追踪

动工啦！堪嘉镇中心村
这条村道即将“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