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以“玛
莎拉蒂之夜，保利·养生
谷一线生活”为主题的
法式晚宴在保利·养生
谷隆重举行，本次活动
盛邀社会各界菁英名
流、养生谷业主、爱车一
族齐聚一堂，一起共度
这个难忘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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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声浪
携手共铸百年荣耀

声浪，产生共鸣形成的声音！玛莎拉

蒂，意大利历史悠久的超豪华品牌，源自赛

道，声浪的持有者！拥有一台玛莎拉蒂，感

受激情释放，人车合一的感觉，这样的共鸣，

5 月 18 日在保利·养生谷现场尽情体验。

5 月 18 日，保利·养生谷 ×玛莎拉蒂车

展、试驾活动盛大开启，早上，一辆辆玛莎拉

蒂井然有序的出发，巡游遂宁城市，吸引了

众多市民注目。试驾活动中，现场工作人员

为试驾者讲解车型、试驾跨线安排、驾驶技

巧等安全问题，超凡体验吸引了爱车一族的

青睐，让每一位试驾者聆听源自意大利的赛

道声浪，感受酣畅淋漓的驾驶之感。这场由

保利集团旗下保利汽车为遂宁市民打造的

体验活动，在欢声笑语的试驾感受交流中画

上圆满句号。

据了解，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专注于国际

高端汽车品牌引进代理销售、汽车研发生产

制造及汽车后市场维护领域，是保利集团未

来高端品牌汽车和相关业务经营的总平台，

同时也是保利集团继国际军民品贸易、地产

开发、文化艺术经营、资源投资开发、金融投

资板块、拍卖收藏、影视剧院等几大业务板

块后，倾力打造的汽车业务板块。

如今，保利汽车有限公司已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一线城市设立玛

莎拉蒂全球旗舰标准 4S 店，未来还将在全

国范围内的更多城市成立多家品牌 4S 店，

致力于为中国高端消费者提供国际化超豪

品质的生活配套服务。

一线品牌
携手打造一线生活

华灯初上，参加试驾的爱车者、保利菁

英业主、各界名流陆续入座，盛大的法式晚

宴在保利·养生谷浪漫呈现。悠扬的小提

琴、动人的歌声、鲜花香味在空气扩散、满天

繁星的灯光……由保利发展和玛莎拉蒂两

大一线品牌为现场嘉宾呈现的一线生活现

场开启。

在高朋满座、觥筹交错间，有与爱人提

前感受“520”浪漫的，也有与家人举杯祝“生

日快乐”的，还有与朋友小聚话友情的，保利

发展这场晚宴给现场嘉宾打造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周末小聚会。

而保利发展也承央企品质，现场与宴会
嘉宾共话美好生活，项目销售人员为大家介
绍了“养生谷”这座城市高端人居的配套细
节，城市与自然共融的打造、千亩花海、自然
森林的环境……让自然繁花与繁华生活可
共享。保利发展，更是将与现代化城市美好
生活的设计理念传递给遂宁这座城市及市
民。

一个是地产界的世界 500 强，一个是豪
车界的“尊贵皇后”，以一线品牌的力量，致
敬遂宁城市一线生活方式；一场豪华的轿跑
车展，一场极奢的法式晚宴，两大一线品牌

的携手共铸，旨在以一线品牌礼献遂宁一线

生活。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保利·养生谷携手玛莎拉蒂

品质生活一触即发

5 月 1 日，随着邦泰·河东院子楼盘的亮

相，同时 8000 平米实景示范区也震憾呈现在

遂宁购房者面前。清澈的水、蜿蜒的山、古朴

的桥、水榭亭阁、长街曲巷、黛瓦白墙、飞檐镂

窗……邦泰·河东院子亮相以来，就以独具特

色的院落人居文化受到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实景呈现的示范区更是令置业者在选择中坚

定了方向。“邦泰·河东院子打造的人文院落

是非常有神韵和意韵的，为眷恋院落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寄放情怀的独特空间，谁的心中

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某个人生阶段，没有一

个江南梦呢？”正在邦泰·河东院子了解项目

详情的邹先生有自己的感受。

在邦泰·河东院子实景示范区，满园山水

园林，一片碧水平静而超然；叠山流水映衬相

互映衬，池中的锦鲤灵动与园落的静相映成

趣，重现江南绰约风姿；竹林夹道，粉墙黛瓦，

朴素而强烈，淡雅而分明，推开庭院大门，进

入庭院，直观江南院落最质朴的外衣。“在这

庭院深深中，可以感受到到浓缩方寸天地中

的生活智慧，是涵养身心的好地方。”喜爱恬

淡人居的陈女士对邦泰·河东院子的实景赞

叹不已。

记者了解到，邦泰·河东院子 8000 平米苏

州园林实景，与官派院落建筑文化一脉相承，

以“水脉”和“文脉”为成园精髓，营造“文”

“雅”“幽”“静”等至臻场景，景观雕琢细致入

微。从叠石理水、亭榭花木到庭轩阁楼，无不

极尽考究。

邦泰·河东院子项目位于遂宁河东新区

一期与二期交界稀贵之地，不仅坐拥十年河

东新区发展的完善配套，更享河东二期未来

发展的无限前景。周边城市全优级稀缺资源

加持，南接万达商圈繁华，西临遂宁市政，与

卓同国际学校为邻，周旋城市湿地公园间、优

质综合医疗配套、阡陌交通脉络一应俱全，是

遂宁人理想中的桃源筑家之地。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四川明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0 版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新版）认证技术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登报公示

第一次）。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22348-1-1.html 查 阅 报 告 书 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

式向建设 /评价单位索取环评咨询意见稿。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接

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关注项

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22348-1-1.html ，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网络

调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任何一种方式

将意见或建议反映给建设/评价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张经理，联系电话：

15108484097，邮箱：1329642461@qq.com
环境影响评价：联系人：李水运，联系

方式：13911071137，邮箱：171704591@qq.com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登报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

四川明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5月 21日

2010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新版）认证技术改造公示

广告

邦泰·河东院子
8000平米实景示范区谱写院落人居

邦泰·河东院子效果图

今年的 5 月，是个多
雨的时节。河东新开楼盘
——邦泰·河东院子 8000
平米的实景示范区，便在
这细雨绵绵的季节呈现一
派“江南烟雨锁重楼”的
迷蒙之态，唤起了遂宁人
民的院落人居情怀，将最
纯正的江南宅院倾情奉献
给遂宁城市，让生活回归
院子。

为了进一步弘扬正气，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充分展示

学校教师风采， 5 月 17 日下午，遂宁二

中举行“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师德师

风演讲比赛。遂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

邹显斌，副校长邱志勇、王代彬、刘靖及

部分老师参加活动。

比赛开始前，副校长刘靖发表了激

情洋溢的致辞。他表示，演讲比赛是展

现学校教师良好形象，提高师德修养，

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据悉，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学校教学一线的王

强、蒋艳、彭艳、李英、崔力丹、文蓉 6 位

老师参赛。

王强老师以《立德树人育桃李，不忘

初心二中人》讲述了二中人在三尺讲台

上孜孜不倦地播撒着青春与梦想的动

人故事，朝来暮往，暑去春来，二中人始

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教师，不

是民警，却要每天解决各种纠纷；教师，

不是医生，却要了解各种疑难杂症；教

师 ，不 是 导 演 ，却 要 排 练 出 各 种 演 出

……”蒋艳老师则以《立德立言，无问西

东》为题，讲述了外行眼中的“教师”，

学生眼中的“教师”以及教师眼中的“教

师”。她说，对教师来说，责任感驱使着

所做的一切，该做的总在做，不曾懈怠，

也不敢怠慢，这是师德最好的注释、最

好的诠释！在彭艳老师带来的《以爱之

名，立德树人》演讲中，感受到了她对于

学生的热爱。“我们是春天播撒种子的

人，我们心中有着秋收的期盼 ;有谁能

像我们一样，天天面对的是一张张可爱

的笑脸，一双双晶莹的眼睛，一颗颗透

明的心，一个个青春的梦……”彭艳老

师发自肺腑的演讲赢得观众热烈的掌

声。

“我不会因为照亮了你，而光源减少

半分，相反，我会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获

取光源而不断的提升自我，越照越亮。

每一次的华丽的转身都是一次次勇敢的

蜕变。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遇见最美的

自己。”李英老师以《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分享了一名拥

有多年执教经验教师的经验。来自高三

年级的新老师崔力丹演讲了《我，是一

名老师》，她说：“我不曾读书破万卷，也

还没有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没有鬼

怪神佛赋予我创作的灵感。我只是千万

教师中的一名新兵，就像星辰属于夜

空，草木属于大山。”展示了一名新老师

满腔热情、激情昂扬的干劲……各位老

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边故事，从

教育教学、班级管理、师生相处等方面

再一次诠释了自身对师德教育的理解，

一篇篇激情洋溢的演讲，一句句感动话

语，将教师这个职业的爱岗敬业、乐于

奉献的良好品质充分展现，感动着在场

的每一位老师。

经过激烈的角逐，彭艳老师荣获本

次演讲比赛一等奖；文蓉、蒋艳两位老

师荣获本次比赛二等奖，王强、李英、崔

力丹老师荣获本次比赛三等奖。据悉，

一等奖获得者彭艳老师的演讲视频将推

荐到市教体局参与全市评选，评选出的

一等奖选手将参加四川省师德师风演讲

比赛。

庄子有云：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

遂宁二中的教师们亦是如此，在有限的

生命里，追求着学识的丰富，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争做一名德才兼备筑梦人。

（周雪梅）

遂宁二中举行“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师德师风演讲比赛

学为人师树形象 德为师范正行风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现场

尊敬的业主：
您所购买的尚城五期·雅庭项目住房已

具备交付条件，将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5 月
31日集中交付。

集中交房地点：遂宁市船山区德水中
路尚城五期·雅庭项目正门处；

集 中 交 房 时 间 ：2019 年 5 月 30 日 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交房咨询电话：0825-2216600；
所需携带资料、手续办理流程、所需缴

纳费用详见交房通知书、致电咨询及到达
现场咨询；

四川成工河东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1日

尚城五期·雅庭交房公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