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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司

2019年-2020年引商入店类
项目中选候选人公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2019 年-2020 年引

商入店项目于 2019 年 4 月 3 日 9 时 30 分比选，已按比选

文件规定的评选方法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完成评审工作，

现将中选候选人公示如下：

一、 中选候选人的中选情况：

二、评审情况

中选候选人对比选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质

量要求、服务期限等内容均进行了响应，并且均符合各项

要求。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评审委员会根据比选文件

中载明的评审标准和方法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完成了本次

评审工作。

否决应答情况如下：

标包 1 应答人射洪中电通讯中电合作营业厅：不符

合本项目初步评审表中 1.2 条驻地化要求、企业资质要

求。

三、联系方式和提出异议的渠道：

应答人认为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

为的，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提出异议：

异议电话：13508214402（受理时间为工作日 9:00-17:
30）

邮箱：13508214402@139.com
中选候选人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 3 日，公示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3 日，应答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

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选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面

形式实名向采购人提出。

采购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遂宁分公

司

2019年 4月 11日

标包

1

中选情况

第一名：成都龙翔通讯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名：绵阳市欣欣王者通信有限公司

市卫健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召开

从严治党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日前，市卫健委组织召开全市卫健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会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贯彻省纪委全会、全省卫健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会议、市纪委七届四次全会要求部署，全面总结 2018 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绩，安排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2019 年市卫健委党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目标任

务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以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和向基层延伸为主线，全面营造系统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夺取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成果，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我市召开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会

健全服务体系 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4 月 9 日，全市严重精神障碍管

理治疗工作在市民康医院召开，市卫健委、各区县卫健局相关负责

人，精防机构相关负责人及精防人员 200 余人参会。

2019 年，我市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形

成“重病在医院、康复在社区、治疗有保障、管控有协同”的康复工

作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全过程管

理系统，利用“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实现区域远程会诊与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系统互通共享，提高我市检出率、管理率和服药率，加

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监管。同时，加快建设心理援助热线及心理危

机干预队伍，提升全市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应急处理能力。

晒成绩：
2018卫健事业成效显著

2018 年，我市卫健系统扎实推进健康遂宁建设，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能

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获得更

多健康实惠。

全市卫健事业蓬勃发展，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

进。实施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 726 项。创新“城乡医联体”建设，实现

城市医疗机构和医疗专家“两个下沉”，实现基层服务

质量和服务效率双提升。防艾防疫等公共卫生考核

成绩跻身全省前三名。

建成国省市重点专科集群 37 个，市中医院、射洪县

人民医院连续 4 年跻身全国百强。创新实施健康扶贫

三大工程，投用 20 个联村卫生室。在“十百千万”健康

扶贫活动中 3 万余名农民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全市人均期望寿命 77.80 岁，高于全省人均 74.75 岁标

准。婴儿死亡率和孕妇死亡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谈目标：
推进卫健事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卫健系统将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

念 ，把 以“ 治 病 为 中 心 ”转 变 为“ 以 人 民 健 康 为 中

心”，重点从十大方面着手推进我市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改革创新，打好“三大

攻坚战”，推进健康遂宁建设，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切实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加

快推进中医药发展，积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持续增

强支撑保障。推进公立医院“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

改革，推动降价药品进医院。落实《遂宁市国民营养

计划实施方案》，拓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区域和范围。

今年，我市将迎来国家卫生城市第三次复审，各

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确保高标准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市三医院共青团换届选举完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4 月 3 日，共青团遂宁市第三人

民医院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在医院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遂

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来自全院各团支部百余名团

员青年参加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医院第三届团委书记、委员，第三届团委书记

廖秋蔚表示，新一届委员将开拓创新，把“党政所急、青年所需、共

青团所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影响和带动青年，努力开创医院

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不辜负党委的重托和全院青年的期望。

3 月 29 日，由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9 中国医院竞争力大会在广州市举行，现场发布

包括中国顶级医院 100 强、中国中医医院 100 强等

多个榜单，遂宁市中医院榜上有名。这是市中医院

连续四年荣登“全国中医医院 100 强”排行榜。

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元军表示，医院将对照排

行榜的竞争力评价指标提升自我，不断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为健康中国、健康遂

宁贡献中医力量。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摄

“三贪”易诱发换季腹泻
春夏季节转换期，腹泻时常发生，原因何在？

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覃刚表示，春夏腹泻

的原因就是“三贪”，即贪少、贪凉、贪吃。

贪少，高气温天气让人坐卧不安，吹空调睡觉

有损健康 ,易引发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损伤胃肠道

黏膜，引起习惯性腹泻。贪凉，吃冷饮要适量，切岂

暴饮暴食，过多吃冷饮损伤胃粘膜，引起胃肠道疾

病、腹泻。贪吃，夏季，喝点啤酒、撸个串，就图一时

的惬意。不少人却因此肠胃不舒服，症状轻的只是

肚子疼，拉肚子；症状严重的会上吐下泻，腹痛不

止。酒精、冰凉饮料、辛辣调味料的刺激，给消化道

造成极大负担；会出现胃肠蠕动加快，胃肠痉挛等

现象，从而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覃刚提醒市民，应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饭

前、便后要洗手，吃剩的食物要存放在冰箱内且存放

时间不宜过长，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运动。如

果发生腹泻应及时就医。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健康 大家谈

【基本案情】

因四川省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务

公司）未支付刘某某等 15 人的工资，市人社局向该劳

务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但劳

务公司未遵照执行。市人社局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

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由该劳务公司向刘某某等 15 人

支付工资和赔偿金等共计 10 万余元，并向该劳务公司

依法送达了决定书。

因该劳务公司未按《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

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市人社局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向船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船山区人民法院

当日予以立案受理。执行中，经查询，该劳务公司的

银行帐户无存款可供执行。船山区人民法院审查该

案材料后认为，该劳务公司应当具有履行能力，其所

欠申请人劳动报酬经市人社局责令支付仍逃避支付

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

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单位负责人，也应承担刑

事责任。船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传唤了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并责令其限期内自动履行义务、否则将该案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反复做工作，

该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终于认识到其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迫于刑事追责的巨大威

慑，次日，全部案款就转至法院案款帐户，该案在短期

内顺利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劳务公司有履行

能力，经行政机关责令支付申请人劳动报酬后仍逃避

支付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涉嫌犯罪，但鉴于其已主

动履行义务，属于可以从轻处理的情形，故船山区人

民法院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执行法官通过

对刑事法律的深刻理解并充分运用法律所规定的强

制执行措施，使得该案得以快速执行完毕，保护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恶意拖欠民工

工资的老赖，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另外，为进一步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

实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紧

急通知》要求，船山区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系列案件作了梳理，并将

10 名被执行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期实现以打

促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今年我市卫健系统将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

以健康为中心 提升群众满意度

市中医院连续四年跻身中国中医院百强

日前，市卫健委召开2019年全市卫生
健康工作会，会议总结我市卫健系统各项
工作，对2019年全市卫健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据了解，今年我市卫健系统将树立
“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以“治病为中
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断提
升群众享受健康生活幸福感。

全市法院“十大典型执行案例”系列报道⑨

法院强制执行 15名工人拿到工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4 月 10 日，船山区

法治副校长集中聘任暨“青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开

通仪式在遂宁六中举行。高升实验小学、裕丰街小

学、顺南街小学、遂宁六中、船山职业技术学校五所学

校负责人分别向船山人民检察院 5 名受聘的检察官颁

发了法治副校长聘书。随后，船山区人民检察院“青

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正式开通。活动中，船山区人

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检察官夏军为学生举

办了预防性侵主题法治宣讲。

助推依法治校
检察官成为法治副校长

“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治

观念，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健康成长有着

重要意义。”船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遂宁六中法

治副校长唐攀介绍，此次受聘的 5 名检察官将积极开

展对学生的法治教育，与师生共同构建器综合预防体

系，实现校园及周边社会治安稳定。

据悉，此次集中聘任是 5 名法治副校长除了帮助

学校制定、完善依法治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协助学校

开设法治教育课程外，还将积极推进“法治进校园”活

动；协助学校开展预防在校学生违法犯罪工作；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推动完善校园安全工作机制，积极参

与综合治理和整顿校园周边环境工作；积极参与防治

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社会化体系建设，注重加强对校

园安全问题突出学校的法治教育，及时对校园欺凌和

暴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和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等共七大项工作职责。

随着留守学生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父母

的管教和引导，互联网的普及也让部分学生在网络上

迷失自我，这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不够。遂宁六中校

长谭春兵告诉记者，通过聘任法治副校长能够弥补学

校在依法治校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法

律知识，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提升学生

的法律信仰。

护航青春成长
开通“青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

“以‘青鸟’为品牌，依托检察职能，建立船山区人

民检察院青少年法律服务绿色通道，为青少年尤其

是未成年人提供快捷高效优质的法治宣传、法律咨

询、司法救助、帮扶教育等法律服务，切实解决青少

年在成长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聘任仪式后，船山

区人民检察院打造的“青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正式

开通。

船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鸿全告诉记者，“青

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通过开通检察热线，建立法治

副校长制度，制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内外协同机制；

开展“校园霸凌、食品、药品、环等七大重点专项治理

监督行动和建立法律服务“十个一”机制。实现为在

校学生及监护人、教师和问题青少年级其他青少年提

供法律服务；开展青少年维权工作，保障青少年合法

权益；建立心理干预机制，为问题青少年提供心理咨

询、心理疏导、心理矫正等方面的服务；开展未成年刑

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等六项工作职责。

船山区举行法治副校长集中聘任暨“青鸟”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开通仪式

推进法治校园建设为青春保驾护航

本周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