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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总是在不同的角色中定
位自己，任何时候，心中都有一样重要的
东西，那就是激情。只要心中有了激情，
就会有一种责任和使命。市优秀共产党
员、“三八”红旗手、东区枣子坪街道枣树
坡社区张钢诊所医生闵祖芳，退休后不
为名、不为利，以一颗医者仁心，为群众
防病治病，无私奉献，诠释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初心使命。

1945年，闵祖芳出生在四川泸州一
个中医世家，因从小受到父辈对中医中
药的耳濡目染，使她在15岁初中毕业后
便走上了行医之路。在泸州医学院完成
学业后，闵祖芳回到泸州老家，担任公社
合作医疗管委会主任、四川省中医中药
研究所南川药物种植场石岗分场场长，
多次被评为区县、地区先进工作者。为
照顾参加三线建设的爱人，1975年，闵祖
芳告别家乡来到攀枝花。先后在攀钢供
应处医务室、攀钢医院工作。年复一年
的临床积累，使她的业务水平、医疗水平
与日递增。

1983年，闵祖芳从攀钢医院退休后，
本应和大多数退休人员一样，在家中颐
养天年。可是她有一件未了的心事，那
就是研制出农药“百草枯”的解毒剂。当
她还在医院做医生的时候，就会不时遇
到一些误食“百草枯”的农民前来就医，
因无特效药救治，使得误食的农民失去
生命，这使她的心里很不安，决心在有生
之年一定要研制出解毒剂。她的这种想
法很快得到了市卫生部门和东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于是，在退休当年，便在枣树
坡社区开办了自己的诊所，一边为居民
看病治病，一边研制解毒剂。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大黑山一位
女村民被毒蛇咬伤，时间仅仅过去 3 小
时，腿上被咬伤口就肿到了小腹位置，紧
急送到了闵祖芳的诊所救治。闵祖芳当
机立断，用解毒排毒的治疗药物加上输
液等，很快止住了毒液的扩散。2天后，
这位女村民被治愈。通过被毒蛇咬伤的
治疗后，闵祖芳想到，能不能使用中草药
来治疗“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呢？她从中

得到了启示。于是，她反复研究，用自己
的身体做实验，用棉签沾上一点“百草
枯”涂抹在自己的牙齿上，不一会，她便
感到头晕眼花，站立不稳。赶紧叫儿子
把配制好的解毒剂拿来服用，2小时后，
中毒症状逐渐消失，闵祖芳心里知道，解
毒剂研制成功了。当年，就治愈了30余
名中毒患者。2015 年 9 月 7 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为闵祖芳研制的“百草枯”农药
解毒剂颁发了专利证书。

闵祖芳行医 50 多年来，始终行善
积德，为百姓看病，总是替他们着想，对
生活困难的群众减免药费，行动不便的
老人、孤寡老人看病，她总是上门看病
且不收取药费，免费治疗。每月的 15
日和 29 日上午，为社区举办的居民义
务活动，闵祖芳都要参加义诊，为居民
免费看病。每次在电视上、报纸上得知

哪里受灾了，她都要积极捐赠钱物，尽
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有社区居民为
闵祖芳算过一笔账：30 多年来，她以免
费或减半收取药费的形式为患者看
病，这笔费用得上百万元，有人劝她：

“开诊所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你
这样为人看病，那不是亏本买卖哦。”
闵祖芳笑着说：“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
候，总是社区党组织和群众给予我帮
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百姓排忧解
难也是我应尽的责任，不可以计较个
人得失。为群众看病治病，他们康复
了，是我最大的幸福。”

而今，已经 75 岁的闵祖芳，依然精
神矍铄，依然坚持义诊，她说：“幸福和
谐的社会、社区，需要我们的共同努
力，帮助他人，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有
价值。”

仁和区

组织返乡退役军人“喜看家乡变化”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日

前，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2019 年返乡退役军人开展“喜看
家乡变化”“创业在家乡”等活动，
让退役军人直观了解家乡发展变
化，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地方经济
建设大潮。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2019年仁
和区秋冬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的服
务工作，营造全社会尊军崇军的氛
围，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开展了“喜看家乡变化”“创业在

家乡”等活动。活动中，10 多名退
役军人在广场配带红花、绶带后，
到普达阳光国际康养中心、攀枝
花火车南站、苴却砚街区和总发
乡火龙果基地参观，让他们直观
了解家乡发展变化。在下午召开
的座谈会上，区就业局相关人员
为返乡退役军人讲解就业创业相
关政策、退役老兵龙兴刚讲创业
就业故事、银行工作人员讲解退
役军人贷款贴息相关事宜等，激
发他们干事创业热情。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闵祖芳：为百姓解难是我最大的幸福

破坏公共设施 4名学生被处罚
本报讯（范方兰 记者 李刚）近

日，米易县公安局破获一起暴力破坏公
共自行车设施案件。

近日，群众报警称：在米易县攀莲镇
河西农业银行旁的公共自行车的锁车器
被暴力破坏，一辆公共自行车被撬走。
接到警情后，攀莲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经了解文化广场北广场的3个锁车
器也遭到暴力破坏，其中一个锁车器上
的自行车被损坏，一辆自行车被撬走，共
计损失约16700余元。

办案民警通过走访调查、细致摸排，最
终发现该县某中学的学生吉克某某、阙某
某、彭某某、陈某某有重大嫌疑。9月22日
晚，刑侦大队办案民警与攀莲派出所民警合
力将4名嫌疑人抓获。

经询问，吉克某某等人对破坏公共

自行车设施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如实
供述了将攀莲镇河西农业银行旁和文化
广场北广场的公共自行车设施破坏，并
将撬走的两辆自行车丢弃到水塘坝附
近的玉米地的违法事实。经核实，4 名
学生均未满 14 周岁。目前，警方已对 4

名学生做出严厉的批评教育，损坏的公
共自行车及锁车器由4名学生的家长进
行赔偿。

办案民警表示，这些青少年仍未成
年，心智不成熟，法制意识薄弱，公共道
德意识不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
犯法律，会受到严肃处理。面对青少年
故意破坏公共财物行为，家长和学校应
当重视起来，对学生、孩子进行严肃教
育，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让他们意识到破
坏公共财物是违法的，要遵纪守法。

本报讯（吴从昊 记者 吴晓
龙）近日，市外国语学校初中一年级
14 个班 700 余名学生来到攀枝花
消防救援支队参观学习，让消防安
全知识相伴同学们成长，提高了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当天，学生们在老师和消防指
战员引领下，一路欢歌笑语、整齐
有序地走进消防队。排得整整齐
齐的消防车，吸引了学生们的眼
球。消防指战员向学生们展示了
60米举高喷射车高空喷水演示，随
着喷射车喷水，学生们此起彼伏的
欢呼声一阵一阵。接着，指战员用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学

生们详细介绍了陈列的消防车辆
和一些随车器材装备，讲授火灾预
防及发生火灾如何科学自救等消
防安全常识。随后，在消防指战员
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消防车
辆，有的学生还登上消防车，参观
它的内部结构。“消防员叔叔，你们
辛苦了，谢谢你们！”在参观结束
后，同学们齐声表达对消防员叔叔
的敬意。

“参观学习活动，让同学们受益
匪浅，不仅开阔了学生们眼界，了解
到课堂上看不到的内容，还将消防
知识融入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外
国语学校老师介绍。

缤纷童年乐 消防伴成长

应建设单位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局对“攀枝花市润

峰炭黑有限公司2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设计方案总平面图

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对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区分局公示栏。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gtj.panzhihua.gov.cn/）

四、建设项目现场或售楼部。

公示期自登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涉及该项

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对该项目方案有异议者，请具真实姓名

和有效联系方式将书面意见送达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钒钛高新区分局，且在法定时限内，相关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

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满，我局将依法对该项目设计方案进行审批。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钒钛高新区分局

（攀枝花钒钛高新区服务中心404室）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812-3351860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9日

公 示

我公司于2017年11月26日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的《攀枝花德铭菩提苑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给我公司开发的攀枝花德铭·菩提苑小区进行前期物业服务
管理。由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
的关于《攀枝花德铭菩提苑小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
2019年11月25日到期，按双方友好协商，不再续约，按照《四
川省物业管理条例》《攀枝花市物业管理招投标实施细则》（试
行）》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重新进行邀请招标，选聘前期物业
服务公司，同时在《攀枝花日报》、菩提苑小区公示栏进行公
示，公示有效期为7日。相关原件合同在菩提苑小区公示栏进
行公示。

开发企业名称： 四川德铭菩提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德铭·菩提苑
联系人：杨大志
联系电话：0812-2262088
项目座落：攀枝花市东区新丰路6号
公示地点：《攀枝花日报》 菩提苑 小区公示栏
公示有效期2019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15日
对本次公示提出询问的，请于公示有效期内以书面或电

询等方式与四川德铭菩提置业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19982319499

特此公示
四川德铭菩提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公 示

攀枝花市银泰城各业主、相关利害关系人：
2019 年 2 月、6 月，建设单位攀枝花银泰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向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报送了银泰城（P2011-18#宗地）规划条件

变更内容及二期北地块局部调整方案设计总平面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就银泰城（P2011-18#宗

地）规划条件变更内容及二期北地块局部调整方案设

计总平面图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收到多份银泰城

购房业主书面反对意见书；2019 年 8 月 21 日，建设单

位提供了关于银泰城 P2011-18#宗地规划条件变更

及方案调整的同意书。现因同意意见书和反对意见

书涉及业主重复签字，为明晰各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真

实 意 见 ，本 着 依 法 履 职 的 原 则 ，我 局 就 银 泰 城

（P2011-18#宗地）二期北地块局部调整方案设计总平

面图进行再次公示。

一、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对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gtj.panzhihua.gov.cn/）。

（四）银泰城项目现场。

二、公示时间：
自《攀枝花日报》刊登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三、征求意见方式：
（一）在公示期内，涉及该项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对该

方案调整有异议者，请持本人身份证、购房合同或不动产

权证（仅针对银泰城购房业主）及本人书面意见到攀枝花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登记。

（二）委托他人反馈意见的需提供由公证机关出具的

公证委托书、委托人书面意见、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委

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三）对各相关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意见，我局将向意

见反馈人出具意见受理回执单。

（四）公示期满未反馈意见的视为同意调整。

（五）公示期满，我局将对征求意见情况进行研究，并

依法开展下一步工作。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联 系 人：施仪琳 余晓超

联系电话：0812-2905689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2019年10月9日

关于攀枝花市银泰城P2011-18#宗地规划
条件变更及方案调整再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