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18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00 在安居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安居大道工商局五楼）对外公

开拍卖下列标的：

1.安居区会龙镇农民文化技术学

校房地产，建筑面积约 934.04㎡，土地

面 积 约 3648.95㎡ ，整 体 拍 卖 参 考 价

82.5 万元，保证金 10 万元，信誉金 5 万

元；2.安居区聚贤镇嗅安路同盟中学

房地产，建筑面积约 870.6㎡，土地面

积约 3790.74㎡，整体拍卖参考价 57.1
万元，保证金 8 万元，信誉金 3 万元；3.
安居区中心镇劳动乡劳动初级中学房

地产，建筑面积约 522㎡，土地面积约

4993.36 ㎡ ，整 体 拍 卖 参 考 价 27.5 万

元，保证金 5 万元，信誉金 2 万元；4.安
居区三家镇琼江路 131 号门面，建筑

面积约 49.56㎡，参考价 16 万元，保证

金 2 万元，信誉金 1 万元；5.安居区横

山镇黄桷乡磨沟村 1 社畜牧兽医点房

地产，建筑面积约 72㎡，土地面积约

205㎡，整体拍卖参考价 2.5 万元，保证

金 5000 元，信誉金 2000 元。竞买保证

金交纳到安居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户内，信誉保证金交纳至我公司账户

内。

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行：工商银行安居支行

开户单位：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安居区分中心

开户账号：2310466129000000705
信誉保证金账户：

开户行：遂宁银行金龙支行

开户单位：遂宁市鑫瀚拍卖有限

公司

开户账号：5002686400012
上述标的均按现状拍卖且公告之

日起在原址展示。有意竞买者欢迎来

人来电到我公司咨询详情，并持有效身

份证件或相关资质前来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人：文女士、黄女士 咨询电

话：13882579000 13808268188
遂宁市鑫瀚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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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5 月，入夏。连日来，安居区城管执

法分局组织精干力量，以城市建成区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为抓手，以整治“脏、

乱、堵”问题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城区净

化、绿化、美化水平，打好“组合拳”，强

力推进市容环境集中整治。

进入夏季，占道经营、噪音扰民、油

烟扰民、环境脏乱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

呈多发状态，为道路通行安全和市容环

境卫生带来负面影响。安居区城管执

法分局采用步巡与车巡相结合、定点盯

守与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街面

市容环境的监管率。同时合理调配执

法力量，在早晨、正午、傍晚、深夜时段

开展错峰执法，实现辖区内全天无缝对

接。

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加强对城区

大街小巷两侧建筑、居民楼、店面立面

的管理，清理乱贴、乱写、乱挂，拆除

“两违”建筑；搞好环境卫生整治，全力

推进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加大城区大街

小巷和建筑工地及所有公共场所卫生

清扫力度，全面推行 1 小时内垃圾桶垃

圾督促清运完毕、1 小时内垃圾桶外垃

圾督促清扫干净、半小时内小街小巷清

扫干净的保洁机制。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善市政设

施建设，快速推进安居区生活垃圾清运

处理体系项目，完成包括 24 个垃圾压

缩中转站的项目选址、用地预审、用地

调规、征地及青苗补偿、环评、安评、水

土保持评估、地勘、设计、图审、造价、

财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所有前期

工作；已完成 24 个垃圾压缩中转站监

理招标和土建施工招标；已有 23 个中

转站启动建设任务，安东大道、凤凰大

道、横山镇、大安乡、磨溪镇、玉丰镇、

东禅镇、三家镇等 8 个中转站已办理出

开工许可证，正在实施挡土墙及中转站

附属用房建设。

同时进一步规范户外广告设置和

大型户外广告、门头牌匾设置审批流

程，对不符合市容市貌标准、无审批手

续的广告牌匾及破旧、残缺、存在安全

隐患的悬挂广告，逐路逐店下发《责令

限期整改通知书》，对拒不整改的经营

户依法查处。

该局还会同区交运、交警等部门对

违章停车、占道经营以及电动三轮车非

法载客的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查

处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据了解，截至目前，查处机动车乱

停乱放违法行为 286 起，查处电动三轮

车非法载客 46 起，暂扣电动三轮车 24
辆，清除城市市政设施、住宅小区等“牛

皮癣”小广告 400 起；劝导坐商出（跨）

店经营、游商摊贩占道行为 350 起，规

范废品回收点 1 起，规范车辆停放 350
起；更换破损垃圾桶 30 个、果皮箱 26
个，清理卫生死角 6 起，转运建筑垃圾、

装修垃圾 24 吨，清洗油污路面 12 起，清

理乱倾倒生活垃圾 38 处，得到市民普

遍赞誉。

（全媒体记者 黄焱）

为给全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5 月 28 日

晚，区城管执法分局执法队伍深入城区，对辖区内的歌厅、烧烤

摊、广场进行巡查，要求所有商家严格按照规定文明经营，在高考

期间，绝不出现噪音，为高考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图为区

城管执法分局执法人员督促商家、群众自觉遵守禁噪工作相关规

定。 王超 摄

放着好端端的教师不干，当起了经

常挨骂的城管，这在很多人眼中非常不

理解。

邹元伟就是一个舍弃私立中学高

薪 ，走 上 城 市 管 理 之 路 的 人 。 他 ，心

中有一个梦，他就是为城管人这身制

服 ，走 上 这 条 路 ，圆 了 自 己 的“ 制 服

梦”。

“起，左一点，慢一点……好好好，

稳住……”5 月 24 日，记者见到邹元伟

时，他正在国道 318 线的金龟村指挥路

灯维护。

邹元伟，18 岁从中师毕业就开始担

任语文教师，先后在分水兴旺初中、安

居职中、安居育才中学任教。2013 年被

调入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先后在安居

区城管分局环卫所、办公室、执法大队

和市政园林管理所工作，现任市政园林

管理所所长，负责城区市政园林路灯的

管理维护工作。他永远忘不了穿上城

管制服那一天，衣领衣袖理了又理，对

着镜子照了又照。看着镜中身着城管

制服的自己，他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

心，一定要对得住自己热爱的这身制

服，干好本职工作。

作为市政园林所所长，要负责全区

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包括道

路照明设施管理维护，道路、桥梁维护

管理，园林绿化维护管理等；负责城市

排水监测工作；参与城区防汛工作；负

责城市公园管理工作；负责市政设施工

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参与市政（含

路灯）公共广场和园林绿化设施范围内

设置各类牌杆、灯饰、广告占用场地的

审批……经常有人笑话邹元伟“管得

宽”，他只有一笑了之，因为市政工作管

理的范围广、事情多，辛苦对于他来说

早已成为习惯。

2016 年，邹元伟在巡查路灯时，发

现经纬小区外的道路没有设置路灯，

不 少 安 全 隐 患 。 他 通 过 多 方 积 极 协

调，安装了 6 盏路灯，让小区居民感动

不已。

今年 5 月突然来袭的大雨，导致安

居城区多处积水。邹元伟立即组织队

员，对全区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排巡，发

现有堵塞情况，一点一点地清淘，让积

水迅速渗入地下排水管网，经过几个小

时的奋战，排查了所有排水管网，避免

了城区更多积水。

……

这些，只是邹元伟工作的一个缩

影。

在邹元伟看来，城市发展永不停

歇，文明的步履没有驿站。他认为自己

所做的无关鲜花、无关掌声，只是为了

自己那一颗赤诚的城管之心，他始终默

默奉献着，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真真实

实地诉说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城管人平

凡的岗位情结。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打好城区管理“组合拳”

强力推进市容环境集中整治 本报讯 5 月 29 日，区城管

执法分局召开阳光问廉问题整

改暨 2018 年高考禁噪工作会，

传达市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盲道被占”问题整改以及高考

禁噪工作。

会议强调，人行道盲道是

全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衡量一个城市人文素

质、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整

治盲道被占问题需找准症结所

在，与会人员要摸清家底、吃透

情况，针对商家占道经营、机动

车违规占道停车等现象全面整

治；同时要加强宣传力度，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争取群众广泛

支持，有力有序推进整改工作；

要加强与民政、残联、交警、邮

政等部门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督导沿街商户自觉约束门前车

辆，注意避让盲道。

针对高考禁噪工作。会议

要求，高考在即，要加强考点、

学生食宿点、重点道路的巡查

力度，加强对广场舞、大型户外

活动噪声污染的处理。考点周

围建筑工地晚 10点至次日早上

8 点全面禁噪；从 6 月 7 日至 10
日，建筑施工实行全天候停止；

6月 5-14日，停止一切占道促销

活动的审批，力争给广大考生营

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

会后，区城管执法分局迅

速行动，组织执法队伍深入城

区，对商家占道经营、非机动车

违 规 占 用 盲 道 等 现 象 进 行 整

治，同时督促沿路商家和车主

要按照统一方向，做好自身以

及顾客车辆的停放，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禁止占用盲道，还路

于民。

（全媒体记者 黄焱 王超）

只为心中那个梦
——记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市政园林管理所所长邹元伟

区城管执法分局召开阳光问廉问题整改暨2018年高
考禁噪工作会

直面问题加强整改规范执法

公 示
为了规范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构建文明出行交通，

安居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已在安居城区兴业路安居印象小区

外路口、兴业路与国贸路十字路口、兴业路与琼江路十字路

口、兴贸路与滨江路十字路口等四处新建智能交通高清交通

违法自动检测抓拍系统。目前已安装调试结束，现交警大队

将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对上述四处实施智能交通高清交通

违法自动检测抓拍，请各位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

规，安全文明出行。

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 5月 29日

传统水稻一般存在产量低、抗病性

弱等缺点，为了解决该问题，取得较大

经济效益，今年，会龙镇巧农农机专业

合作社与省农科院合作在会龙镇青狮

开展水稻生态适应性试验，栽种了包括

宜香 4245、川优 6203、宜香优 2115、泰优

390 在内的 10 个优质水稻品种，面积达

25 亩。待到水稻收割时，在其选出具有

产量高、米质好、抗病性强等特点的水

稻品种，在合作社实行大规模种植。

近年来，会龙镇与区农业局、省农

科院合作不断探索水稻培育、栽种新模

式，开展水稻机直播、水稻生态适应性

试验等尝试，切实促进群众增产增收。

传统种植水稻一般将面临育苗、播

种等环节，工序不仅复杂还要耗费大量

劳力。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会龙镇

的种粮大户，流转田地 500 余亩，发展粮

油作物，每年在水稻栽种时节，合作社

就会出现“抢时间”“用工荒”等问题。

为提高全镇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效

率，解决“用工荒”等问题，去年，会龙

镇政府与区农业局、省农科院合作，选

取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基地，开展水

稻机器直接播种新型栽培技术实验。

据了解，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于

2013 年成立，在会龙镇青狮村流转田地

500 余亩，发展粮油，经过三年发展，水

稻栽、种、收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操作。

由于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较好的

发展前景，近年来，区农业局、会龙镇政

府与省农科院深度合作，选取巧农农机

专业合作社作为实验基地之一，在水稻

培育、栽种等方面开启了一系列的试验

性探索，水稻生态适应性试验就是在水

稻机直播新型栽培技术上的又一试验

性尝试。

“机直播是全省主推的一个技术职

业，不再通过育秧、移栽，而是通过机械

化来直播，既节省人员又加快了播种速

度。”省农科院作物所高级农艺师姜心禄

告诉记者直播分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利用助力机械，也有人工撒播，相比而言

机械化的效率比较高，也比较规范化。

“直播能够在小麦收割以后，再利

用直播在空闲田，能够解决很多的用工

荒问题，同时还能够把整个插秧时间提

长、提前。”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彭巧也向记者介绍说，水稻直播节约很

多劳力和人工成本，该项技术非常适合

种粮大户规模化流转，即节约时间成本

很多。

培育，不仅时间紧、任务重，收成还

较低。采取直接播种技术不仅能有效

地错开农忙时节，还将大幅提高水稻产

量。相较传统水稻，机直播的产量每亩

在 1250 斤左右，增产近 500 斤。

据姜心禄介绍，直播的同时，整个

区域内的质保也要跟上，同时实施无公

害防控技术，比如说农药的残液的降解

技术，适合于产业业主搞优质米的产业

化开发。

记者了解到，上月底，巧农农机专

业合作社机直播了水稻 100 亩，目前，

秧苗长势良好。下一步，会龙镇政府还

将与区农业局、省农科院合作开启深度

合作，进一步探索大规模的稻田养鱼模

式，成功后将在全镇推广，切实促进群

众增产增收。

“通过大面积的稻田养鱼、优质米、

机械化全程配合，预计米质比较好的品

种通过参加和开发，一亩田的收入能够

增加到 500 块钱以上。”姜心禄告诉记

者，这和传统村相比，传统种植水稻在

丘陵区一般一亩地能够挣到 100 元的效

益就非常可观了，如果结合稻田养鱼，

一亩田的收入能够达到 1000 元以上，能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能扩宽老

百姓增产增收的渠道。

（王超）

会龙镇探索水稻栽培新模式 助农增产增收

本报讯 4 月 30 日，由安居区总工会

发起的“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全区

职工的高度关注和欢迎，激发了大家的

投稿热情。目前，大赛主办方已收到来

自各个乡镇（街道）、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的多篇优秀征文。

本次“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活

动由区总工会主办、遂宁日报·安居专刊

承办，号召全区所有干部职工广泛发动，

积极参与。作为“中国梦·安居情·劳动

美”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希望通过征文比

赛，全面展示安居区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

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从不同角度、不

同侧面反映安居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

让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诠释自己心中的“中

国梦”，抒发大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活

动主题符合时代气息，得到了全区所有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街道、医院、学校

等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全区范

围内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据悉，此次征文活动截止时间为 6
月 10 日，征文体裁不限，须是参赛作者

原创作品。征文期间，参赛作者可将征

文 电 子 版 以 word 文 档 形 式 发 至

570854475@qq.com，稿 件 请 注 明“ 爱 安

居·爱家乡”主题征文字样，并写清楚作

者单位、姓名、联系电话。 （赵萍）

“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活动投稿踊跃
安居区召开全区食品生产企业警示约谈会

从源头管控好食品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为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从源

头管控好食品安全，5 月 29 日，区食药监局召开食品生产企业警示

约谈会，全区 29 家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食品安全法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培训解读，针对监督

抽检、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违法行为查处等工作与企业进行了交

流，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今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就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企业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强调企业要

认清当时食品安全形势，要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部门要加

强执法，严格履行监管责任，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会上，安居

区食药监局与各企业签订食品质量安全目标责任书和安全生产承

诺书。

区质监局制定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实施方案

结合质量工作实际进行大学习、大讨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

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共遂宁市安居区委办公室关于在全区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区质监局制

定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全局上下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大意义，具体安排了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时间安排。要求

全局职工要结合自身工作，把活动精神贯穿到日常工作中，把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学

习讨论，切实提升思想认识。联系质量工作实际进行大学习、大讨

论，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开展大调研，要带着问题学习、围绕问题讨

论、针对问题调研，要协调推进确保成效。各股室要将开展“大讨

论、大学习、大调研”活动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共享成

果，要做到开展活动和搞好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以学习、讨

论、调研的成果推动工作开展。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新时代富民强市新思路新举措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