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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攀枝花市花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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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健康体育
公园”总平面图进行公示。

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对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市攀西科技城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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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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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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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依法开展该项目方案审查
相关工作。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仁和区三线大道76号攀
西科技城政务服务中心。

联 系 人：冉国龙 刘欢 曾小燕
联系电话：0812-3358905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花城新区分局
2020年9月16日

公 示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专项曝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庞波鸿

程小平

陈美玲

陈东武

阳智

王国桥

欧国慧

胡开元

薛彪

身份证号码

5129211968****8476

5129301964****5301

5113811988****5281

5129301965****5274

5101081984****3312

5129301975****6435

5104021978****0527

5122221970****2275

5104021955****0517

执行案号

（2015）攀东执字第1355号

（2019）川0402执1277号

（2019）川0402执1277号

（2019）川0402执1277号

（2019）川0402执1277号

（2018）川0402执1715号

（2018）川0402执1715号

（2019）川0411执502号

（2018）川0411执1461号

标的（元）

5，030，000.00

14，350，000.00

14，350，000.00

14，350，000.00

14，350，000.00

14，552，146.61

14，552，146.61

127，317.13

1，978，480.12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姓名

叶山虎

丁光杰

魏锋

王磊

汪玉涛

丁泓兵

吴洪燕

田刚

赵胜勇

身份证号码

5110251974****0576

5104021960****3813

4129311976****396X

5104021964****0958

5104021962****0936

5104021962****3018

5131221970****0027

5104021968****1451

3303231975****4418

执行案号

（2017）川0411执505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20）川0422执恢158号

（2019）川0403执300号

标的（元）

3，419，242.55

5，555，247.00

5，555，247.00

5，555，247.00

5，555，247.00

5，555，247.00

5，555，247.00

5，555，247.00

5，234，570.00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姓名

赵胜祥

万晓微

关铭

周艳

倪永航

李文忠

许馨月

身份证号码

3303231979****4414

3303231980****4740

5104021964****003X

5104031973****0325

5104221987****7414

5104021968****3411

5104111990****0027

执行案号

（2019）川0403执300号

（2019）川0403执300号

（2017）川0402执535号

（2017）川0402执535号

（2017）川0402执535号

（2017）川0402执535号

（2017）川0402执535号

标的（元）

5，234，570.00

5，234，570.00

4，300，000.00

4，300，000.00

4，300，000.00

4，300，000.00

4，300，000.00

2020年9月15日

●遗失攀钢总医院发 H510536542 号
刘宸暠出生证，声明作废。

● 遗 失“ 米 易 县 黄 云 伍 水 果 店
102519660616281X 发 票 专 用 章
5104215003057”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米易县黄云伍水果店
● 遗 失 盐 边 县 就 业 局 发

5104220012019803 号王华凤就业失业登
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攀枝花市仁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 JY15104110020790 号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金江镇李调料商店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攀枝花市中心支

行发J6560001811601 号开户许可证，声明
作废。

攀枝花市利民欣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共产党盐边县格萨拉彝族
乡坪原村支部委员会”公章一枚（无编号），
声明作废。
盐边县格萨拉彝族乡坪原村村民委员会

启 事

周莉娟、王春云你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至今，连续旷工 15 个工作日以上，已严
重违反《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相关
规定。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我校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限你自登报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回学校
接受处理，并办理相关手续，否则一切后

果自负。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

办公室电话：3361023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

启 事

2020年9月10日18时许，我所接群众
报警在大龙潭乡干坝子村迤巴利组江边发
现一具浮尸，尸体特征：性别男，年龄 20—
30岁，尸长约165厘米，全身赤裸，左小腿处
有一处纹身，左边脖子处有一五厘米左右伤
口，死亡时间不详，死者身份信息暂未查明，
如有知情者，请与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
局大龙潭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豆警官 杨警官
联系电话：0812—2820135

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大龙潭派出所

   分 类 广 告

本报讯（记者 岳蕾娅）9 月 15
日，四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彭
闯率领省总工会“十佳”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互检组到我市检查
和指导工作。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
主席张敏，攀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申长纯陪同检查。

当天，检查组一行参观了攀钢轨
梁厂百米钢轨生产线，详细了解了生
产工艺流程；走访了陶功明劳模创新
工作室、岳彩东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认真了解企业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工作室领
衔人对团队分工、技术攻关课题和创
新目标、创新成果介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彭闯

表示，“陶功明劳模创新工作室”以
劳模为核心，发挥示范引领、骨干带
头和“传帮带”作用，有效激发了职
工的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工作扎
实，成绩斐然，值得肯定。他要求，

“劳模创新工作室”要利用好平台，
为企业创新发展，技术攻关贡献劳
模力量。

张敏欢迎检查组到我市检查和指
导工作，她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
施，强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建设，使之成为弘扬劳模精神、培
养创新意识、提升职工素质、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有效载体。

当天，彭闯、张敏还为岳彩东代授
“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工匠”荣誉证
书和奖章。

本报讯（记者 李杰）“新型职业农
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
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
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近
日，在米易县 2020 年第二期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班上，授课专家向参训人员解
释新型职业农民的含义。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两周，培训
内容涵盖了品牌包装、农产品质量安
全、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技术及经营模
式等内容，培训采取课堂集中授课和

“手把手、面对面”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

式，参训人员为米易县部分家庭农场主
和种植养殖大户。

“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本以为
枇杷会卖不出去，结果学习使用了电商
平台后，不仅没有滞销，还卖了20多万
元，这次培训就想学习枇杷的电商销售
和品牌创建，争取把我们的枇杷卖得更
好。”米易县草场镇顶针村枇杷“土专家”

“带头人”周云华说道。通过持续学习，
周云华的思维发生了转变，也不断尝试
着用新技术、新事物来管理枇杷。

“培训的目的，就是使农业生产者的

生产经营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
打造出一支有文化、爱农业、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把

‘田地’变‘车间’，‘农民’变‘工人’，以工
业化的思维助推农业发展。”米易县农业
农村局农培监测股股长周鹏飞说道。

自2014年以来，米易县坚持“科教
兴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的战
略要求，以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提升
农业从业者职业技能为导向，大力开展农
民职业教育培训，努力打造新型职业农民
队伍，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2019年底，米
易县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00余人。

今年，米易县被省委列为全省十五
个职业农民制度试点县之一，通过职业
农民制度试点工作，米易县积极对现有
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技能、理念培训，
并结合职业农民产业、社保、医保、学历
教育、金融扶持等政策，让他们的生产
技能得到增强、产业水平得到提升、经
济效益明显增加，全力让农民成为体面
的职业、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助推
米易县现代农业建设。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米易县：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振兴
为企业创新发展和技术攻关贡献劳模力量

省总工会检查组深入我市检查“劳模创
新工作室”等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程桂英）按照省安
委会统一部署，9月15日起，省政府安
委会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进驻我市开
展安全生产巡查工作。15日上午，省
政府安委会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巡查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动员会在
金海名都酒店召开，第三巡查组组长、
省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李文刚通报了
巡查工作任务、安排和要求。

副市长阮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李文刚强调，此次安全生产巡查

的主要对象是市州党委、政府，并根据
工作需要，延伸巡查市直有关部门和
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工
业园区和企事业单位，重点检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巡查

的主要任务是查问题、促整改，通过深
入巡查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着力发
现突出问题、深挖根源问题，推动安全
生产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提升各地区
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巡查分3个阶段
进行，为期8天。

阮强表示，严肃认真对待巡查工
作，确保达到预期效果。全力配合巡
查，坚决整改问题，对巡查发现的问
题，一律虚心接受、照单全收，迅速整
改到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安全
生产工作上新台阶。

巡查组在巡查期间（即日起至9月
21日），开通举报电话（0812-5103766）、
举报手机（18081723680），设立举报
电子邮箱 pzhxc2020@163.com 等，
受理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来电、来信。

省安委会第三巡查组

进驻我市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上接1版）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
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
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化完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加强国家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健全疾
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创新
医防协同机制，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
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
反应能力。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
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完
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系统，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建
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同监测
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
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
训演练，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
重大疫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
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病救治
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治设
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
力。要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统筹应
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
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
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
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国家医
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
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
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
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
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
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要全面改善人居
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文章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
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
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
践。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
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加强古典医籍
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
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
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加强中
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中医药特色人
才建设，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
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
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制定
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

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
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
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

文章指出，要发挥科技在重大疫情
防控中的支撑作用。生命安全和生物
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大卫生
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加大重大疫病防治经费投入，加快
补齐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
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板。

文章指出，要加强国际卫生交流合
作。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
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全面深入参与相
关国际标准、规范、指南的制定，分享中
国方案、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
生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上接1版）张逢杰，男，汉族，中共党
员，1986 年 5 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
攀枝花市仁和区南山循环经济发展区
管理委员会管理八级职员（B 岗），
2020年4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攀
枝花市仁和区南山循环经济发展区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

苏胜宇，男，汉族，中共党员，1989
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枝花市
仁和区林业局管理八级职员（B 岗），
2020年8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攀
枝花市仁和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专职
副指挥长。

童杰，男，汉族，中共党员，1990年
1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西钒钛检
验检测院管理八级职员（B 岗），2016
年8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米易县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李茂婷，女，汉族，1992年8月生，
硕士研究生，现任盐边县国有资产管
理中心管理八级职员（B岗），2019年2
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盐边县财政
局总会计师。

谭程仁，男，汉族，中共党员，1991
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盐边县人
才服务中心管理八级职员（B 岗），
2019年2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盐
边县农业机械监理所所长。

李前红，女，汉族，中共党员，1987

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枝花市
东区东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党群工
作中心、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退
役军人服务站、综合文化站）主任（站
长），2019年12月任现职，2019年6月
任现级。拟调任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
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指导科副科长。

陈丹，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89
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共攀枝
花市委党校管理八级职员（B岗），2020
年3月任现职，2014年8月任现级。拟
调任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思想政治
教育科（研究室）副科长（副主任）。

李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
5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枝花市经
济研究与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2019
年 7 月任现职，2016 年 1 月任现级。
拟调任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产业
推进科副科长。

操飞，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
10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枝花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办公室副主任，2017年
10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任攀枝花市
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

游杨，男，汉族，致公党党员，1990
年7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攀枝花市
城市基本建设档案馆管理八级职员（B
岗），2016年7月任现职及现级。拟调
任攀枝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

科副科长。
杜江，男，汉族，中共党员，1988年

2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钒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管理八级
职员（B岗）、钒钛高新区团工委书记，
2019年11月任现职，2017年8月任现
级。拟调任钒钛新城管委会投资促进
局副局长。

晁忠贵，男，汉族，中共党员，1985
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现任花城新区
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专业技术七
级），2018年10月任现职，2018年6月
任现级。拟调任攀西科技城管委会建
设管理部副部长。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
认为人选在德的方面有不良反映，或有
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违反廉
洁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9月
16日至9月22日）通过信函、电话和网
络举报等方式向市纪委信访室、市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科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
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812-12388（市
纪委），0812-12380、0812-3350770

（市委组织部）。传真：0812-3350770
（市委组织部）。举报网站：http://
12380.panzhihua.gov.cn/。

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2020年9月15日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科级领导干部任前公示盐边公安40分钟
成功劝解自残轻生男子

本报讯（刘发香 记者 梁波）
9月7日15时3分，盐边县公安局接到
报警称：“有人在县城某高楼欲跳楼”。

接警后，新城派出所和巡警大队
民警、辅警赶赴现场救援，发现一男子
站在某高楼楼顶平台上，手拿菜刀，情
绪激动，随时有自残、跳楼的危险。在
现场指挥长的指挥下，民警、辅警迅速
兵分两路，一路对该男子进行耐心劝
导，另一路随时准备进行解救。

经过民警、辅警半个小时的劝
说，男子始终平静不下来，并突然拿
菜刀往自己的头上连砍数刀，现场指
挥长立即下令采取果断措施，利用转
移当事人注意力的瞬间，民警、辅警
迅速上前将其菜刀夺下，强行将其带
离危险区。随后民警、辅警与现场救
援消防人员将轻生男子送至医院抢
救，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无生
命危险。

本报讯（唐晶晶 记者 庞雷）自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开展以来，市公安局东区分局认真贯
彻上级有关精神，结合实际，以“九力”
为抓手，以“三变”为阶段性目标，分层
次、分阶段迅速掀起教育整顿热潮。

凝“三力”，变“上级要求”为“个人
自觉”。迅速部署凝聚行动力，该局将
教育整顿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学习研讨会，明
确教育整顿的重要意义、目标要求、重
点任务；阵地打造凝聚统筹力，成立教
育整顿领导小组，加强党对教育整顿的
统一领导，组建工作专班，搭建政务微
信群和手机微信群；组织推动凝聚向心
力，按照省公安厅党委“五自三为三步”
总体思路，围绕市公安局党委决策部
署，该局多次召开党委会、办公会研究
部署教育整顿工作，切实明确牵头领
导、厘清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增“三力”，变“被动应对”为“主动
出击”。精准学习增强理解力，该局建
立局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学习制度，通
过上党课、撰写心得体会、召开研讨会，

制定系统化集中学习教育计划，把学习
计划精确到每周；动真碰硬增强内动
力，坚持刀刃向内，紧密结合教育整顿
要求，无禁区、全覆盖进行排查，由局领
导班子成员分层分级领办、挂钩督办，
确保教育整顿取得实效；自选动作增强
新活力，该局要求各单位在坚持紧跟教
育整顿阶段性工作的同时，立足自身警
种职能职责，做好自选动作，综合评估
开展效果，并及时总结提炼推广。

强“三力”，变“鼓励打气”为“鼓劲
提气”。定期督检强指导力，该局坚持
党委主抓、领导带头，建立教育整顿联
系督导制度，局领导每周对教育整顿进
行全面指导、过程把控、跟踪督导；典型
选树强正向力，开展第二批疫情防控战
时表彰先进典型申报和评选，深入发现
挖掘本单位民警辅警在教育整顿中的
突出事迹，激励全局民警辅警坚守初心
使命，争创一流业绩；内外宣传强影响
力，开设教育整顿专栏，给全体民警辅
警家属发放“一封信”，激发“8小时”外
监督作用，定期组织针对性外宣研讨策
划，让全局形成宣传矩阵。

东区公安分局

“九力”促“三变”掀起教育整顿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