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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环岛商务中心机电设

备维保工作，确保机电设备正常

运行，遂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决

定公开选聘专业机电设备维保公

司，专门负责环岛商务中心水泵、

电机、风机、控制柜等机电设备的

维修维保工作。诚邀具有机电设

备维保经验的维保公司前来报名

洽谈。

报名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

至 8 日 09:00-17:00
报名地点：河东新区环岛商

务中心 5111 室

联系电话：0825-2988823
特此公告

遂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7年 12月 5日

公 告

《讲述我的卓同教育故事》系列报道之二十六

爱是一种力量

陶行知先生曾说：“爱是一种伟

大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

育 最 有 效 的 手 段 就 是“ 爱 的 教

育”。踏上三尺讲台已五年，罗钦

渐渐才明白教育要看五年后这句

话的真正意义，回忆过往教育中的

点点滴滴，他最大的感悟就是：“爱

心最是有情物，化作春风更催人”

进入初三年级，虽说同学们告

别了初一时的稚嫩，褪去了初二时

的叛逆。但是仍有部分同学目标

感缺失，学习欲望不强，尤其以小

梁同学为典型。

“上课时，小梁总是无精打采、

昏昏欲睡，趴在桌子上好像若有所

思，第一学月的语文成绩更是每况

愈下。”针对此问题，罗钦马上与家

长进行了沟通了解，发现小梁同学

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影响了他的学

习，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找到学生存在问题的缘由，解

决问题就变得游刃有余。罗钦约

小梁一起去教师食堂就餐，通过就

餐中的交流，了解小梁的想法。罗

钦回忆说，“他希望自己可以当语

文老师的小助手，趁此机会我马上

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给他安排了

科学合理的计划。”

正如林肯所说：“每个人都希望

得到赞美。”的确，获得他人的肯

定与赞美，是人生基本生活需求满

足后精神上的高级需求，这种需求

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小梁

同学很快就胜任了小助手的工作，

并且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但

是，在一次教师满意率测评中，罗

钦和小梁的关系遇到了瓶颈。“我

万万没想到，小梁对我并不是十分

满意，并且还有小意见。”罗钦十分

难过，“不是因为考核结果会对教

师业绩产生影响，而是我把小梁如

亲人看待，他却对我的这份帮助和

关爱感到压抑，甚至还觉得我一天

事多、严厉。”那一晚，罗钦辗转反

侧，难以入眠。

第二天，罗钦调整了上课的方

式，与同学们进行了心灵的交流。

罗钦坦言，“感谢他们这三年的陪

伴，也感谢他们昨天对我提出的意

见，让我明白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课堂上，罗钦告诉同学们唐太宗的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

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罗钦说，“正是因为有

同学们这么多面“镜子”，罗老师才

能一直保持自律，对自己要求高，

才能共同进步。”同时罗钦还与同

学们分享了一句话：“把别人对你

的不好记在沙子上 , 把别人对你

的 好 刻 在 石 头 上 ”。 这 是 一 种 气

度，更是一种胸怀。

那一节课，罗钦发现小梁同学

一直把头低着，眼角泛出了泪花。

“我想如果我是愤怒地来处理这件

事，最后可能大家都不愉快。如果

用爱贯穿到教育中，那一定会开出

理想之花。”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个好

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

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

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对于这一

份职业，罗钦认为，与学生在一起

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他说，“在

以后的生涯中，将会一如既往地用

爱去呵护这一群‘带刺的花蕾’。”

（罗钦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以鱼养水”
构建生态渔业发展格局

“不符合要求的塘、库、堰养鱼场

所要关停取缔一批，实施人工增殖，实

行‘人放天养’，发展规模水产养殖。”

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以

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

渔民为目标，努力推动水产产业成为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产

业、支撑农民增收致富的潜力产业。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 全市基

本形成自然环境和谐、基础设施优

良、渔业结构合理、区域特色鲜明、渔

业科技发达、运营机制良好的现代生

态渔业发展格局，促进渔民收入稳定

增长，实现水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全面

协调推进。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水库

与溪河（包括石河堰水利工程）、山坪

塘、30 亩以上的池塘水产养殖基地

(户)、江河非法网箱养殖、可能造成环

境污染的非规模特种水产养殖基地

(户)的整治，引导和督促水产养殖场业

主科学养殖，推广标准化无公害水产

品养殖技术，大力发展生态渔业、休

闲观光渔业、稻渔综合种养，因地制

宜建设渔业用水净化与污水处理设

施，促进渔民收入稳定增长，实现“以

鱼养水”，构建生态渔业发展格局。

分类施策
五类养鱼场各有整治手段

“安居区已对肥水养鱼开展全面

摸排，并以镇为单位首先启动对 6 条主

要河道、小一型水库进行整治。”邓永

生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整治。

据介绍，根据实际情况，我市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水库与溪河、

山坪塘、规模水产养殖基地、非规模

特种水产养殖基地、江河渔业资源保

护与水生态环境五类养鱼场所制定

了五个整治方式。今年年底前，各县

(区 )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将集中对

在辖区内江河、水库违法网箱养鱼进

行全面清理取缔，对饮用水水源水

库、溪河以及具有农村安全饮水功能

的山坪塘进行全面清理，取缔违规施

肥养鱼，依法终止承包养鱼合同。

到 2019 年底前，取缔在饮用水水

源水库、溪河 (包括石河堰水利工程 )
和具有农村安全饮水功能的山坪塘

违规施肥养鱼，非饮用水水源水库、

山坪塘、石河堰开展施肥养鱼治理，

确保工程水达到三类水质；对 30 亩以

上规模池塘水产养殖基地进行池塘

标准化改造升级和可能造成环境污

染的非规模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确保

达到养殖用水排放标准；推进减船转

产，打击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切实

保护水产种质资源和水生态环境。

立“军令状”
不作为慢作为严格问责

“要求每年 6 月底、12 月底前，向

市河长制办公室书面报送辖区水产

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并抄送市农业

局、市水务局。”市河长办一位相关负

责人说，我市把渔业水域管理纳入了

河长制监督管理范畴。

为推进该项工作落到实处，我市

建立了巡查机制，严格督查问责，按

照网格化管理要求，确定网格区域责

任人和重点监测对象，采取常规巡查

与突击检查相结合、一般例行巡查与

重点联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巡

查，对水产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拒不

整改的，要依法处理。

我市还将水产养殖污染专项整

治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和各级政府

目标绩效管理重要内容予以重点督

办，对整治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

位进行通报 , 对不作为、慢作为的相

关责任人进行严格问责。

此外，我市还要求各县 (区 )政府、

市直园区向上争取水产养殖污染治

理资金，通过整合项目和资金，加大

对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投入力度。

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水产

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对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池塘标准化改造、休闲渔业等

水产健康养殖、生态养殖的单位 (基
地 ),按有关政策给予支持。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推动水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生态渔业发展格局

产经 聚焦

近日，记者在安居区玉丰镇鸡

头寺村道路左侧的一个大型堰塘

看见，该堰塘已禁止施肥投饵，并

按计划投放净化剂净化水质。 而

在这之前，该堰塘是一个小型水库

——黎家堰水库，附近养殖场废水

直排水库，并利用其肥水养鱼。“现

在养殖场已关停，拆除了水库周边

的饵料台。”安居区农业局水产站

站长邓永生表示。

我市前不久出台的《遂宁市塘

库堰养鱼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下称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市

基本形成自然环境和谐、基础设施

优良、渔业结构合理、区域特色鲜

明、渔业科技发达、运营机制良好

的现代生态渔业发展格局，促进渔

民收入稳定增长，实现水产发展与

环境保护全面协调推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近日，成都遂宁商会、遂宁市女企业

家商会交流联谊会在成都力宝大厦

举行。

会上，成都遂宁商会会长王毅

为嘉宾们介绍了成都遂宁商会的成

立与发展历程，以及六年来商会取

得的成就；遂宁市女企业家商会会

长胡丽英表示，对未来两家商会之

间的合作充满期待。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还前往成都

遂宁商会会员企业——四川天下图

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鑫蜀兴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

商会 动态

成都遂宁商会
与遂宁市女企业家商会举行联谊会

教师简介：罗钦，中学语
文二级教师。自毕业以来一
直就职卓同教育集团。多次
参加安居区赛课，并先后获
奖，2016 年获得安居区教学
先进个人。一直担任班主任
工作，并获得校级“优秀班主
任”称号，现任初 2015 级 7 班
班主任。

教育格言：用 爱 呵 护 每
一朵带“刺”的花蕾

依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

会研究决定，定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召开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

议题及基本情况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

上午 09:00 时。

会议地点：大英县工业园区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建

会议室。

参会人员：全体股东；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公司经营班子成

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召 集 人：董事会

主 持 人：徐庆涛先生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

票表决。表决方式按公司章程规

定行使表决。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财务报告》；

4.审议《公司申请重整议案》；

三、参会人员车旅费、食宿自
理。

四、其他事项
请各与会人员安排好工作，

准时参加会议。公司法人股东和

个人股东凭身份证、股票持有卡

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参会的，应

由本人出具委托书和有效证件，

委托代理人参加。

1.联 系 人：谢先生、李女士、

陈女士

2. 联 系 电 话 ：0825-7880127
传真：0825-7880127

3.E-mail：scsmhg@163.com
4.联系地址：大英县工业园区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5日

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