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婷）3 月 18 日，

2019 年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工作暨

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回顾 2018
年主要工作和安排部署 2019 年重点任务，传

达学习各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李斌总

结回顾 2018 年主要工作和安排部署 2019 年

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厅的

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

新、担当实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2019 年，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

作将全力推进规划攻坚，做实规划编制研

究；提升土地供给水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

展；立足部门职能职责，服务保障三大攻坚

战。强化要素供给，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综合发挥部门行业优势，服务保障

民生改善。从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服务保障绿色发展；狠抓自然资源调

查和监管，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加强自

然资源领域改革，全力提升资源保障水平。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履职

能力；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中、

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围绕“两统一”职责，聚

焦“一核三片、四区协同”和“双联双拓、全域

开放”战略、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乡村振

兴、生态环境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民生改善、

绿色发展，聚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重大改

革、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建设、班子队伍建设，

努力开创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新局面，为推

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

绿色经济强市提供坚强要素保障。

随后，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书面传达

学习各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向莉就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全体干

部要讲政治，知责而为，要知纪而为，坚守廉

洁底线。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

局，锐意进取、务实拼搏，廉洁律己，奋力推

进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事业迈上新台阶，为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展现

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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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一定不要忽视护肤。摩尔春天百货妆品专柜

负责人温馨提示，春季上妆宜淡一点，洗脸一定要洗干

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卸妆产品。不要让肌肤有过度疲

劳，或细菌感染的机会。

本周小编继续整理了部分春日护肤品推荐品，解决

春日皮肤问题。

大牌驾到
绿色美妆共享自然主义

3 月 22 日，悦诗风吟这个深受年轻消费

者喜爱的化妆品牌，将把济州岛的清新之

风吹到摩尔春天百货，为遂宁时尚人士带

来绿色美妆和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悦诗风吟采用环保设计理念，为肌肤

身心献上自然真善之美，产品更涵盖了护

肤、彩妆、男士护肤、身体护理、洗护发等领

域，还有可用作花盆容器的产品包装可种

植多肉绿植的设计，更是为消费者提供了

充满绿色创造力和清新生活之趣的选择。

新柜亮相
强势入驻优惠多

品牌诞生以来，悦诗风吟一直致力于成

为在自然中寻找和谐之美，从推出的第一

支产品迄今，悦诗风吟一直坚持自然理念，

并运用先进科技，不断对品牌进行提升，追

求自然与肌肤的完美融合。

在新柜开业之际，悦诗风吟推出多重

优惠活动，全场妆品 9 折，部分特惠商品除

外。同时分享品牌开业活动至微信朋友

圈可获赠悦诗风吟绿色无纺布购物袋一

个，在开业当天，前 100 名到店顾客还可获

得精美大礼包一份。在新柜开业期间，新

会员注册或支付宝注册均送悦享精萃面

膜一片。同时，专柜的水光果冻面膜买 4
赠 2，赠品为指定面膜；绿茶精粹保湿洁面

膏买大赠小，赠品 70ml；生机指甲油买三

赠一送卸甲水，赠品 100ml。在开业期间，

至悦诗风吟专柜任意购买即送济州石榴

活妍焕采精华露 10ml ；满 200 元赠明星护

肤两件套；满 300 元赠济州石榴活妍焕彩

新品三件套；满 500 赠明星 4 件套和浴巾套

装。

（悦诗风吟更多开业优惠活动可至专

柜咨询了解，以商场实际为准）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22日闪耀入驻摩尔春天百货

本周末，遂宁新都百货将为商场内部

员工和亲友、商场 VIP 世纪卡会员等送来

福利。 3 月 22 日，新都百货首届春季趣味

运动会将开幕。

首届春运会 只为畅享新生活

新都百货的首届春季运动会报名 3 月

23 日 12：00 截止，市民可通过电话或关注

新都百货官方微信号报名，也可到商场报

名。运动会设置跳绳、摸石头过河、转布条

等三个项目。设置了各参赛项目的冠、亚、

季军，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诚邀市民共享春

日好时光，参加趣味运动会，畅享新生活。

新品+开业 周末优惠轻松购

本周末，新都百货各专柜新品上市，百

田森专柜的品牌日、星期六专柜的周年庆、

还有更多春装特惠活动均在本周末推出，

更多春日商品的促销折扣活动也在本周末

亮相。

春日怎能没有甜品时光？商场遥记甜

品在 23 日重装升级重新开业，本周末推出

开业蛋糕免费品尝；开业第一天全场自制

产品 6 折优惠；开业第二天全场自制产品 7
折优惠；充值 200 元送 50 元、再送迷你蛋糕

一个；单笔消费满 39 元，即可参与现场抽

奖活动。

（遂宁新都百货更多周末现场活动可至

各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遂宁新都百货 首届春季运动会“享”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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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召开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要素保障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分局2019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注销、监测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县（市、
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经开区

所在位置

镇（乡）

西宁工作办

新桥镇

新桥镇

西宁工作办

新桥镇

村、组

铜鼓山
村

长伍村

花祠村

飞凤村
南家湾
山体

花祠村

坐标

东经

105. 3058

105. 293226

105. 2235

105. 51967

105. 2235

北纬

30. 3044

30. 331021

30. 4243

30. 507139

30. 4243

隐患点名称

西宁工作办铜鼓山村二社何家
嘴

新桥镇长伍村1社1号2号

新桥镇花祠村1社

西宁工作办飞凤村3社南家湾
山体

新桥镇花祠村1社塑料厂背后

类型

崩塌

滑坡

滑坡

崩塌

崩塌

规模（m3）

1000

6400

3000

1500

2000

威胁人数
（人）

4（2户）

18（6户）

24（8户）

45（1户大寺
庙）

1户20人

威胁财产
（万元）

200

300

400

180

200

防灾责任人

姓名

万明东

钟江

钟江

万明东

钟江

单位及职务

西宁办事处
主任

新桥镇镇长

新桥镇镇长

西宁办事处
主任

新桥镇镇长

电话

13547780718

13808261181

13808261181

13544780718

13808261181

专职监测责任人

姓名

贺均

陈家
玉

李昌
平

冯毅

闵霞

电话

13795756037

15828992010

15082520988

13882526168

13678253863

群测群防人员（兼职监测员）

姓名

潘家明

詹世军

伍刚

黄松林

吴澜

电话

15244929571

18808251555

15282583799

18782570579

15983082555

备注

已销号

已销号

已销号

继续监测

继续监测

本报讯（杨磊 全媒体记者 高婷）日前，

记者从市住建局房地产业科获悉，今年 1-2
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26.08 亿元，同比增

长 47.6%；商品房施工面积 1021.87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9%%；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90.5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23.7%；商品房竣工面积

21.6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商品房销售

面积 67.5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2.6%；销售

额 35.78 亿元，同比增长 45.3%。对此，业内

人士指出，虽然 2 月受到春节放假的冲淡，但

随着楼市不断调整，春节期间返乡置业让 2
月的成交量有所回升。

纵观遂宁整个房地产市场，3 月已过半，

楼市暖场营销活动相比去年有所减少，2 月

因为返乡潮而让销量有所增加。即将进入 4
月份，遂宁的开发商们希望借助传统旺季，

在本月继续卖力促销，加推房源，为“银四”

和“红五月”的到来积蓄力量。

据悉，对于遂宁市去库存的情况，记者也

进行了打探。截至 2 月底，全市新建商品房

库存 658.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47%，消化

周期约 22.8 个月，其中新建商品住房库存

250.2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22%，消化周期

约 9.73 个月。

去年全市出让土地 123宗
出让土地价款达 89.46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婷）2018 年，全市

出让土地 123 宗，面积 457.17 公顷，实现出让价

款 89.46 亿元。其中，市本级出让土地 21 宗，面

积 127.76 公顷，实现出让价款 31.09 亿元。

2018 年，我市实施好国土资源惠民项目。

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16 个，总投资 2.08
亿元，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 13.21 万亩，实施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专项扶贫项目 11 个，惠及 39
村 5.37 万群众。争取上级下达地灾防治资金

4848.81 万元，实施 14 处地灾治理、36 处中小型

排危除险和 430 户受威胁农户的避让搬迁工

程，实现地质灾害连续 11 年“零伤亡”。深入推

进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全市完成土地流转 224
宗 6.03 万亩，其中贫困村土地流转 0.9 万亩，有

效助推脱贫攻坚。牵头开展农村土坯房整治

工作，我市整治工作在全省脱贫攻坚住房建设

现场会上作经验交流。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整

治土坯房 67933 户，其中今年完成 45648 户，占

全年任务的 106.23%。

遂宁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出炉
1—2月 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逾26亿

春天，是风吹过
留 下 满 地 温 柔 的 季
节，摩尔春天百货妆
品专柜再次迎来自然
清风。 3 月 22 日，来
自韩国人气自然主义
品牌——悦诗风吟将
强势入驻商场妆品专
柜 。 在 专 柜 开 业 之
际，悦诗风吟诚招新
会员，并为会员准备
了尊享礼遇，同时还
有 更 多 妆 品 促 销 活
动，在这个春日为更
多热爱自然生活、心
怀绿色梦的时尚人士
献上好礼。

悦诗
风吟

悦诗风吟红石榴气垫粉珠霜悦诗风吟精华家族

打响春日护肤战

推荐理由：春日初始，阳光开

始慢慢强烈，如果想拥有白皙肌

肤做好防晒必不可少，那么来自

法国的雅漾清爽倍护防晒乳和

小金刚防晒霜可是这个春日里

必不可少的好朋友哦。小金刚

防晒霜内在亲和，外阻骄阳，采

用活泉水配方，内温和外阻隔，

防晒同时舒缓敏肌不刺激，轻薄

透气，不黏腻，质地轻盈易延展，

不黏腻肌肤自由透气。

防晒妆品：雅漾防晒系列

推荐理由：早 春 三 月 ，

万物复苏，肌肤经过寒冬的

摧残，遇到换季肌肤就容易

敏 感 ，如 何 修 复 脆 弱 的 肌

肤？欧莱雅黑钻石松露精华

完美融合 1.5 倍高浓度黑钻

松露凝萃与多重工艺萃取的

茶酵精粹，更含有 9%高浓度

的欧莱雅黑科技玻色因，一

夜焕活八百万细胞新生，从

根源减缓肌底老化，彻夜修

护肌肤，重现年轻精致。

（以上推荐妆品摩尔春

天百货、遂宁新都百货各品

牌专柜有售）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修护妆品：欧莱雅黑钻石松露精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