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要闻·综合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广告热线：3333046 3333548
攀枝花新闻网 http//www.pzhnews.org邮箱：scpzhrb@163.com

编辑 陈旭耀 版式 朱宝庆

根据攀枝花市总工会开展“阳光花城最美劳动者”
评选活动的安排，经前期推荐及评审，现评选“阳光花城
最美劳动者”10名。现将评选情况予以公示，听取社会
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若对评选的“阳光花城最美劳动者”有情况需要反
映，请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或电话实名反映。个人名
义反映应署真实姓名并附联系方式；单位名义反映应加
盖单位印章。

公示时间：2020年3月26日至4月1日
联系电话：3336122
通信地址：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199号市总工会宣

教部
邮政编码：617000

攀枝花市总工会
2020年3月26日

关于“阳光花城最美劳动者”评选名单的公示

孙 斌 攀钢钒轨梁厂二轧钢作业区
王经林 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曹庆燕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卫生院
邹 华 攀枝花市米易县疾控中心
贺 丽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詹 涛 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莲花派出所
林少川 攀枝花市蚂蚁搬家物流有限公司
蒲荣华 攀枝花公交客运总公司第一分公司
刘 骥 钒钛新城管委会新城建设局
黄海林 中国石油攀枝花销售公司银江加油站

“阳光花城最美劳动者”评选名单
应攀枝花市俊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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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湖国际一期二部分 2#楼
项目”按现状进行规划核实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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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分局公示栏。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gtj.panzhihua.gov.cn）。
四、蓝湖国际一期二部分 2#楼项目现场及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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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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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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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依法办理该项目规划核实手续。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西区大水井百花路3号
联 系 人：董静 商骞予
联系电话：2222827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区分局
2020年3月26日

公 示

● 遗 失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2014 年 发

B51000855000003号陈旭耀记者证，声明作废。

● 遗 失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2014 年 发

B51000855000030号宋俊康记者证，声明作废。

● 遗 失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2014 年 发

B51000855000012号苏安静记者证，声明作废。

   分 类 广 告

把“家”搬到办公室 日行万步成常态
——记西区陶家渡街道太平社区党总支书记余芳

□本报记者 李杰

“每天步行两三万步，余书记，你咋能
走那么多路？”“余芳，你的腿还要不要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区陶家渡街道
太平社区党总支书记余芳经常听到社区
工作人员和家人这样“调侃”自己。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之一，工
作人员就是冲锋陷阵的先行者。疫情
防控的战斗号角一吹响，余芳就带上日

常生活用品，把“家”搬到了办公室。白
天走访、晚上巡查，成了她的日常工作
写照，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出现
过刚到家端上饭碗，就接到社区打来的
电话迅速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况。

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大家都“宅”
家中，而余芳日行万步却成为常态。疫
情发生后，社区里总能看到余芳带着工
作人员挨家挨户登记外来人员、规劝聚
集群众、发放防疫知识宣传册的身影。

太平社区有 2186 户家庭，余芳对每一
家的具体地址都烂熟于心，解决矛盾纠
纷、张贴“温馨提示”……只要社区居民
有需要，余芳都会及时帮助解决。

“这几天尽量不要出门，有什么需
要就打电话，今天的蔬菜水果及生活用
品已经帮你放在门外了。”随着社区返
攀人员增多，余芳又当上了“快递员”，
在做好社区日常工作的同时，帮居家隔
离居民购买米、油、菜等生活物资。坚

信“居家隔离不隔离爱”的余芳，不忘定
期给隔离居民打电话，聊些“家长里
短”，帮助他们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为
他们排遣独守家中的焦虑。

余芳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每
天早出晚归，用实际行动筑牢社区疫情防
控堡垒。看到余芳的默默付出，居民们纷
纷送来水果、雨伞、酒精、手套等物品表示
感谢，她却总是说：“你们的配合和支持，
才是给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最好的礼物！”

我市长途客运班线分批次恢复营运
本报讯（记者 吴晓龙）3 月 25

日，记者从攀枝花市客运中心获悉，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的基础
上，市客运中心将于 3 月 26 日、28 日
分批次逐步恢复省际、市际客运班线
营运。

据了解，3月26日恢复的客运班
线分别是攀枝花至乐山、眉山、绵阳、
宜宾、广安、广元、西充、巴中、武胜、
永川、丽江、祥云、永仁、永胜、元谋、
拉拉、巧家、黎溪等地；3月28日恢复
的客运班线分别是攀枝花至重庆、腾
冲、瑞丽、下关、大姚、姚安、楚雄、雅
安、宁蒗、仁寿、昆明、维西以及香格
里拉。

“我们已经做好班线恢复的准备
工作，组织员工、驾驶员对售票厅、
候车厅以及大巴车做了全方位的消

毒，保障旅客乘车环境安全、舒适。”
市客运中心客运部负责人说，广大
旅客进站乘车需佩戴口罩，凭有效
身份证件购票，配合做好体温测量、
个人身份信息登记等事项，保证出
行有序、畅通。

相关链接
各客运班线具体发班时刻及票

价，以车站售票大厅当日公布的班次
时刻及票价为准。旅客朋友可以前往
市汽车客运中心站售票大厅进行咨
询、购票，也可以通过登录“四川汽车
客运票务网”（www.scqckypw.com）或
手机微信关注“攀枝花市汽车客运中
心站”公众号、“四川汽车票务网”公众
号，进行班车信息查询和购票。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办理贷款
利息延期支付、通过线上贷款产品为
企业预授信、为企业办理贷款到期转
贷手续……近日，东区举行2020年政
银企对接座谈会。9家金融机构与辖
区企业就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作
进行了深入对接，并提出相应对策，助
力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据了解，为推进会议成果早见成
效，东区财政部门多次与参会银行、行
业主管部门联系，督促银行积极主动
与推荐企业深度沟通，了解企业经营

状况和资金需求，尽力为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动态梳理
企业情况，及时将企业情况反馈银
行。会后，各银行均组织召开专题工
作会，并根据企业项目融资需求清单，
安排专人逐一深入细致研究，并电话
联系企业项目负责人，询问企业具体
经营情况和资产情况，作出具体部署
安排，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下一步，东区将充分发挥好金融互
动平台作用，建立起政银企沟通合作的
长效机制，助推东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在一起

东区：政银企携手助推复工复产

市公安局采取多项举措

为旅馆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本报讯(高云川 记者 李刚）为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有序推进企业复工
复产的部署，进一步提高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连
日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采取暖企助
企措施，主动为旅馆业复工复产保驾
护航。

据了解，在实地检查指导工作中，
公安机关要求旅馆负责人掌握每名从
业人员及其共同居住人员健康状况和
返工前14天内具体出行等信息，全面
排查是否接触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经核实个人身体为健康状态的方
可复工。各派出所通过每天一排查、
每天一报送，对旅馆业复工复产及执
行旅馆业旅客住宿登记制度情况进行
检查，加大对旅馆业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的指导，督促旅馆业配置必要的体
温计、消毒液、酒精、洗手液、口罩等防
护物品，加强自身通风、消杀等卫生防
疫工作。旅馆业要对每一名住宿人员
测量体温、出入扫码，对重点地区的外
来和境外人员及时进行报告。同时，
公安机关对旅馆业业主及从业人员开
展培训指导，针对相关政策要求、防疫
知识进行宣传讲解，不断提高旅馆业
自身安防能力，并充分利用旅馆业治
安管理信息系统及警企联动协作机
制，采取排查比对和实地核查相结合
的方式，对相关人员入住信息开展核
查。截至目前，我市旅馆业共复工复
产515家。

下一步，市公安局将继续在坚持
防控为先的基础上，确保旅馆业经营
逐步恢复向好，助力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工作。

改造“收尾”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

员 薛巍 文/图）3月23日，记者在啊喇乡
岔官路施工现场看到，道路主体工程已经
完工，正进行波形护栏、警示标牌等安全防
护工程施工和入户平交道口等后续辅助工
程的建设完善工作，预计6月底前完成工程
验收。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过去岔
官路的真实写照，导致行人及车辆通行不
便，粮食、蔬菜、水果、农副产品及生产物资
运输困难，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发展。今
年，针对部分乡道、村道存在的道路破损严
重、日常养护较差，影响村民出行及农产品
外运等问题，仁和区结合“交通建设”大会
战和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工
作要求，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
瓶颈，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岔官路改善提升工程全长5.4公里，总
投资1769万元，起于永富集镇，止于界牌水
库，经永富、起查喇、啊喇三个社区。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四大战役”米易县2700多人在线“听课”
（上接1版）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主要内容包
括帮扶责任人工作职责，贫困户收入统计、住房
安全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医疗报销和产业发展
增收等方面。接受完培训，米易县撒莲镇金花
塘村第一书记任兴樑表示，金花塘村是米易县
今年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承担着 186 户
926 名凉山自发搬迁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今天听了各位老师系统、全面的讲解，让我
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我们将发扬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圆满完成脱贫攻坚
各项目标任务。”

据了解，米易县计划于 6 月 30 日前全面
完成剩余 589 户 2921 人凉山自发搬迁贫困人
口“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三有”各项指标建
设，确保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各项指标同
步达标，全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相对贫
困“破局战”、巩固提升“持久战”和问题整改

“突击战”。

图为施工人员在岔官路改善提升现场忙碌图为施工人员在岔官路改善提升现场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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