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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明珠公司 2018年 3月份计划停电统计表

受射洪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在射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会议室对外公开拍

卖下列标的：

标的简介：射洪县柳电库区文家营村连砂石一批，约 21.89 万 m3

整体拍卖参考价 853.9 万元，竞买保证金 250 万元。

上述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自公告之日起在原址展示。凡有意

竞买者在指定网站——射洪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上（http:

//www.shggzyjy.com/）进行报名注册登记，完成网上报名等相关事宜

后下载相关拍卖文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交纳

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26 日下午 17:00（以银行进账为准）。完成

网上报名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后，竞买人须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

00-9:30 在射洪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向我公司送交书面申请，

经资格审查合格后，我公司将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00 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咨询地点：射洪县金叶宾馆一楼

联系电话: 13882579000 13808268188

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支行

开户单位: 射洪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账号: 2310 4641 2920 1016 304

公告网址: 射洪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shggzyjy.com/

遂宁市鑫瀚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9日

拍卖公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
3 月 12 日，我县召开 2018 年“科技

下 乡 ”活 动 工 作 会 ，会 议 对 我 县

2018 年“科技下乡”活动进行了安

排部署。

据了解，我县将在 3 月中下旬

在全县 30个乡镇组织开展“科技下

乡”活动。以“助力脱贫奔康·推进

乡村振兴”为主题在 10个贫困村开

展种养殖培训，推广农村适用科

技；在 20 个乡镇开展“农技专家进

园入户”指导活动；组织涉农部门

到社区、乡村发放针对农村发展、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实际需求的

科普宣传资料，普及科学知识；在

结对 4个试点帮扶贫困村建设科普

站；调研各乡镇农技协基本情况；

动员部分种养殖大户加入射洪县

农技协联合会；深入推进农村“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组织农村

转移劳动者、返乡农民工实用技术

培训，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

现并培养一批乡土人才；开展科普

大篷车进校园活动；组织部分种植

大户外出学习等活动。为我县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目

标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

本报讯 ( 汪文琴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3 月 16 日，太和镇食安办

与平安食药所利用武安逢场日，开

展了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该镇组织干部向赶集群众发

放了“人人参与、社会共治、争创省

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农村自办宴

席申报流程”宣传挂历及“关注食

品安全、珍惜生命健康”等宣传单

600 余份，发放了印有“县食药监

投诉举报电话”的手提购物袋 300
余个。

通过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了

维权知识，学到了更多健康饮食、

科学用药、识别假冒伪劣食品、药

品的方法和农村自办宴席申报程

序，营造了“健康消费、依法经营、

诚信守法、全民共同参与打假维

权”的良好氛围。当天的活动赢得

了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文彬 全媒体记者 罗
明金）日前，县供销社积极组织社

有企业嘉丰农资公司开展好春耕农

资销售、供应工作，以满足今年我县

大春生产需求。

据了解，截止 3 月 15 日，县供销

社已协调组织相关企业调回尿素、

复合肥、磷肥等各种肥料 2 万吨，调

回农药 200 吨、农膜 100 吨、种子 20
吨、各种农业抗旱机具 2000 多套，

并及时调运到了分布在全县的 150

多个网点。

下一步，该社将根据我县农业

实际需求继续组织购进各种农资商

品 ，要 求 嘉 丰 农 资 公 司 继 续 实 行

100%配送，严把质量关，严防假冒

伪劣农资产品上市销售；继续加强

为农服务工作，在全县坚持开展“三

放心”（放心化肥、放心农药、放心

种子）活动，帮助农民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增产增收、发展壮大，推

进我县农业现代化进程。

本报讯（母丽娟 全 媒 体 记 者

罗明金）3 月 12 日，广兴镇召开前

锋渠灌区工作会。

会议就全镇春灌工作、前锋渠

整治维修工作进行了汇报；各村支

部书记就群众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进行讨论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大春春耕在即，今年

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旱情较猛，

又因前锋渠节水改造项目工期推迟，

延期供水，全镇务必提前做好各项服

务工作：采取旱育秧栽培，农业服务

中心做好指导，引导农民选择品种，

适时播种，培育壮秧；水路不通走旱

路，引导群众改种玉米等其他粮食作

物，确保旱期不减产、群众不减收。

本报讯（王慧 全媒体记者 贾
明高）我县在金家、武安、陈古等乡

镇连续两年实施油菜蜜蜂授粉与病

虫害绿色防控集成技术项目并取得

成功的基础上，今年防控面积由示

范面积 5000 亩推广为 1 万亩，项目

涉及乡镇增加复兴、潼射和香山。

据了解，经过实际调查和统计，

项目实施区油菜千粒重比一般油菜

多 1-2 克，亩产提高 10%-20%，病虫

防控率达 85%以上，天敌昆虫种类

和数量均有明显增加，油菜农残检

测合格率达 100%，产油质量明显高

于常规油菜，此外，蜜蜂授粉所获

得 的 蜂 蜜 等 新 增 收 益 为 每 亩

200-400 元不等，促进了油菜种植增

产增收和提质。

目前正是油菜初花期，项目区

蜜蜂开始进场授粉采蜜，黄板纸和

太阳能杀虫灯也开始发挥作用，期

待今年油菜继续增产增收提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近

日，官升镇牛家祠村种植的 30 余亩羊

肚菌进入丰产期开始采摘。

据悉，由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

总投资 60 万元的羊肚菌种植项目，于

2017 年在牛家祠村落地生根。

该项目在 6 组流转土地 30 余亩，

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成

项目种植基地。去年 10 月开工，搭建

种植大棚，12 月初正式育播价值近 20
万元的菌种，吸引周边群众 30 多人务

工，其中贫困户 12 人，预计年务工收

入总额超 6 万元。今年 3 月该村羊肚

菌进入丰产期。

本报讯（刘鑫 全媒体记者 罗
明金）当前正值春耕期，县粮食局积

极组织机关及国有粮食企业干部职

工认真做好 2018 年国家粮食最低

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

理种植，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据了解，为了防止“谷贱伤农”，

2018 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

据了解，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

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

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

准，2018 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

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

分别为每 50 公斤 120 元、126 元和

130 元。

春天不仅是耕耘的季节，也充满

着收获的希望。近日，记者在金华西

山坪柑橘种植基地看到，黄澄澄的清

见压弯了枝头，果香味让人心旷神怡，

果园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据悉，我县峻原农业坚持“水果+
饲草+畜禽+沼气”的生态循环发展路

子，依托四川农业大学和省农科院“专

家大院”的技术支撑，大力发展晚熟柑

橘产业，全面实施有机化战略，严控种

植各个环节，确保产品质量达到绿色

（有机）标准。 2006 年“金华清见”获

得 A 级绿色食品认证，2010 年“金华清

见”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目前，该公司已在金华、广兴、瞿

河、沱牌等乡镇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

1.2 万亩，年产鲜果近万吨，销售收入

达到 1.5 亿元，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成

都等大中城市，深受市场欢迎。

（全媒体记者 艾君）

本报讯（母丽娟）近日，广兴

镇成立由分管领导、安办为成员的

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各中小学

校、幼儿园开展全覆盖检查。

检查组一行深入各校教学楼、

学生宿舍、食堂、操场、学校周边建

筑及小卖部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校

园内所有房屋电线、用电设施、安

全管理、制度上墙、安保与治安防

范进行检查，对老化、破损电线和

设施进行修复更新，对过期食品进

行销毁；对其他安全问题进行梳

理，将记录手册交由学校负责人，

责令其限期整改，确保全体师生在

校期间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全方位

保障。

本报讯（龚林 全媒体记者 罗
明金）3 月 15 日，陈古镇组织召开

了 2018年土坯房整治专项工作会。

会议传达了近日县国土资源

局召开的关于做好 2018 土坯房整

治工作的相关会议精神，对今年

全镇土坯房整治进行了详细安排

部署。

会议要求，今年所有维修加固

的农房必须上报镇土坯办，由镇土

坯办统一选拔优质工匠进行维修

加 固 ，确 保 质 量 ；针 对 全 镇 今 年

1060 户的任务作了分工，分摊到各

村，并与各村签订了《陈古镇 2018
年土坯房目标责任书》；各村必须

对照验收相关资料要求，做好资料

组卷归档工作；要求各村在本周之

内召开土坯房政策宣传会议，让惠

农政策真正实现家喻户晓、入户入

心。

本报讯（蔡军 全媒体记者 贾
明高）3 月 15 日，市中心血站到金

家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当天，该镇组织了 60 余名志愿

者积极参与到献血活动中，其中

46 名志愿者体检合格，共计献血

12800cc。

这次无偿献血活动不仅提供

了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同时也为

培养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奉献精

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镇

党委、政府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活动中，用爱心为生命接

力。

我县召开 2018年“科技下乡”活动工作会

科学技术助力脱贫奔康

太和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让食品安全工作深入民心

广兴镇开展春季校园安全大检查

责令限期整改安全隐患

金家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46名志愿者献血 12800cc

陈古镇土坯房整治先行先试

政策宣传与实际帮扶入户入心

新闻播报
官升镇产业扶贫结硕果官升镇产业扶贫结硕果3030余亩羊肚菌进入丰产期余亩羊肚菌进入丰产期

县供销社全力做好农资供应工作

150多个网点“三放心”服务春耕

广兴镇部署春灌春耕工作

确保旱期不减产群众不减收
县粮食局宣传收购政策促进农户合理种粮

引导农民合理种植粮食

我县实施油菜蜜蜂授粉与病虫害绿色防控集成技术

助万亩油菜增产增收

春耕生产进行时春耕生产进行时

1.2万亩鲜果收获致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