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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G5 京昆高速（泸沽至田房沟）望江岭隧道施工需
要，定于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1月15日止，对G5京
昆高速泸沽至田房右幅主线，K2495+230至K2500+450路
段进行封道施工，施工期间将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现公告
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从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1月15日止。
二、交通管制路段：
G5 京 昆 高 速 公 路 泸 沽 至 田 房 右 幅 主 线 K2495 至

K2500
三、交通管制措施：
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1月15日封闭泸沽至田房

右幅主线，平地收费站（桩号K2495+230）至永仁收费站（桩
号K2519+134）路段，泸沽至田房方向车辆由平地收费站驶

出高速公路，经国道G108线绕行至永仁收费站进入高速公
路的交通管制方式进行施工。

四、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遵守公告规定，结合电子导航，
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服从交警和交通执法部门的指
挥，安全有序通行。凡违反交通管制规定和不服从现场执法
人员指挥的，将依法依规处理。

请过往车辆按照管制路段交通指示标识谨慎驾驶。由
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值班电话：0812-6603252（昼夜24小时）
特此公告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六支队七大队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六支队四大队
四川攀西高速公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管理处

2020年11月20日

G5京昆高速（泸沽至田房沟）望江岭隧道病害
处置施工交通管制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
分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
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
准。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机构编码：B1987B351040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炳三区机场路88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601973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仁和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联通街50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290762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南山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南岭路118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290762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大河北路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2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攀枝花大道南段1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290762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营业部
机构编码：B1987K351040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88号(一楼）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5712260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新源路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新源路572、574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89880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竹湖园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湖光东街6附1号-5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35720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人民街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43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601975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炳草岗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4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47939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望江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214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551465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中心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119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39039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米易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2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安宁路56号
邮政编码：617200
联系电话：0812-865991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米易城北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2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河滨路117号
邮政编码：617200
联系电话：0812-818910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盐边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2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盐边县桐子林镇东环南路67-69号
邮政编码：617100
联系电话：0812-865991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西城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263 号、265

号、267号
邮政编码：617068
联系电话：0812-555546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星瑞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北街9号星瑞时

代广场第9号〔幢〕1层4号-10号
邮政编码：617005
联系电话：0812-5550270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陶家渡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西路28号
邮政编码：617066
联系电话：0812-5520525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清香坪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街42号、44号
邮政编码：617005
联系电话：0812-591056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东城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攀枝花大道中段237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223542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东风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中路71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97126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向阳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朝阳下街30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99992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枣子坪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枣子坪下街145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3301371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瓜子坪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隆庆路202号附17-20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510013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倮果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钢城大道东段338号、

340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510013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金江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彩虹路40号、

41号、42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5100137

机构名称：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科技支行
机构编码：B1987S35104000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
营业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攀枝花大道东段417号
邮政编码：617000
联系电话：0812-5100137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2020年11月21日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关于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攀枝花市主副食品价格监测表
报价时间：2020年11月20日

品 种

大 米

面 粉

挂 面

豆 腐

菜籽油

白 糖

猪 肉

鸡

鸡 蛋

草 鱼

鲫 鱼

鲤 鱼

鲢 鱼

圆白菜

大白菜

青 笋

白萝卜

四季豆

茄 子

土 豆

青 椒

西红柿

黄 瓜

韭 菜

规格等级

一级

特粉

特粉

中等

中等

一级

去骨一级

活鸡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计量单位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5升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零售价格

5.25

6.29

11.48

5.50

61.57

10.33

45.53

36.47

10.59

18.52

25.09

18.52

24.67

4.64

3.59

5.99

3.12

8.99

6.99

4.32

11.99

7.31

5.58

7.05

备 注

精制桶装

注：本报表由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表中价格数
据为炳草岗片区监测点监测品种监测时间的零售价的平均值，仅
供参考，具体价格请以现场实际购买时间的价格为准。

本报讯（冉丽 记者 王南桢 特
约通讯员 王婷）“在社区网格员的引导
和帮助下，下水道堵塞难题终于解决了，
居住环境也恢复了干净整洁。”日前，仁
和区仁和镇仁和街 40 号楼居民姚永芬
高兴地说。

40号楼是仁和街社区一开放型老旧

小区，没有物业进行管理。由于管道年
久失修造成化粪池堵塞，污水外溢，严重
影响到居民生活及卫生环境。接到居民
反映的问题后，社区工作人员联系专业
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并与居民一起商讨，
决定采取楼栋自治的方式解决。社区网
格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挨家挨户收取

整治费用。通过网格员上门做居民工
作，最终将化粪池整治费用筹集到位，并
请专业公司及时进行整治，居民做好质
量监督工作。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网格
就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开放式楼
院的管理一直是仁和街社区治理的“老

大难”问题。对此，社区积极发挥网格作
用，推动实现社区治理精细化。目前，社
区下辖4个网格，每个网格区域由1名网
格员、2名社区工作人员负责。自实行网
格化管理以来，已解决诸如下水道堵塞、
房屋漏水等民生问题 100 余件，极大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仁和区仁和镇

小网格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
（上接1版）引导青少年树立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要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精
神文明创建全过程，提升群众参与
度和满意度，增强创建工作实效，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
进的工作合力。

丁薛祥参加会见，孙春兰参加
会见并在会上宣读表彰决定，黄坤
明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六届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
表，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代
表，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上接1版）强子是市中心医院医生利用
ECMO（体外心肺支持技术）成功从死神
手中抢回来的一名市外患者。

去年 6 月 14 日凌晨 3 点过，强子突
发暴发性心肌炎，生命岌岌可危，其就医
的医院由于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只好紧
急联系市中心医院支援。市中心医院医
生连夜赶路 200 多公里，辗转 4 个多小
时，利用体外心肺支持技术进行抢救治
疗，强子转危为安。

“他们医术高超、医德高尚，遇到这
样的好医生，是病人的福气。”强子说，这
次就医经历，他不但享受到了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还感受到了来自医护人员
的爱心和责任，获得感满满。

“十三五”以来，我市区域医疗卫生
高地建设成效显著：新增省级重点专科
10个、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累计建成
国家、省、市级医学重点专科122个，拥有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才1683名，管
理期内国家、省、市各类别专家、学术技
术带头人及其后备人选、名中医、拔尖人
才96名。全市医学重点专科数量和医疗
卫生综合实力区域领先，已建成区域医
疗中心、区域精神卫生中心、攀西职业病
防治中心、四川省治未病中心攀西分中

心，区域医疗卫生高地辐射带动能力持
续提升。

大力实施健康扶贫政策
人物：米易县麻陇乡红岩村贫困户

罗晓兵

“如果不是健康扶贫政策，政府给我
们报销了这么多医疗费，我家娃娃的病
肯定没钱医。”说起大女儿成功换肾的
事，罗晓兵一个劲地感谢政府。

罗晓兵家有6口人，除了他和妻子，
还有3个孩子和患病的母亲，一家人生活
窘迫，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
正在读大学的大女儿被查出患尿毒症，
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正
在一筹莫展之际，健康扶贫政策让他看
到了希望。

“女儿申请到了大病救助金、卫生扶
贫救助金，报销了大部分医疗费，我们一
家人总算撑了过来。”罗晓兵告诉记者，
现在女儿的身体逐渐恢复，家里的情况
也慢慢好转。

“一人得病，拖垮一家”，曾是因病
致贫家庭的真实写照。而今，随着健康
扶贫政策的全面实施，这一现象一去不
返。“十三五”以来，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100%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贫困人口累计享受“十免四补助”医
疗救助优惠政策共计 55624 人次，金额
878.51 万元；累计使用卫生扶贫救助基
金 1779.02 万元，救助 20250 人次。自
2010 年以来，我市先后派出 500 余名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赴木里、盐源、德昌、
筠连、兴文等地进行帮扶，累计培养培
训当地卫技人才 1 万余人次，累计接收
90 名卫技人才到攀进修学习；依托市
中心医院托管木里县人民医院、盐源县
人民医院、德昌县人民医院和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与木里县中藏医院、德昌县中
医院等凉山州 7 家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的医院联盟，在托管医疗机构、建立联
盟医院、结对帮扶、人才培养、远程医
疗、推广新技术新项目、支持重点专科
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我市先后
派出 15 名医疗技术骨干到佛得角、东
帝汶、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家执行援
外医疗任务。

康养+医疗，养老有保障
人物：攀西医养康复示范中心康养

老人柴素珍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攀西医养康复

示范中心，住着一位 79 岁的老人柴素
珍。几个月前，她因骨折在市二医院做
手术，术后来到该中心康养。

“她做完手术起不来，情绪不好，不
吃不喝，也不配合治疗，没想到来到这里
康养后，十几天就能自己坐起来了，慢慢
地还能自己走了。”柴素珍的老伴李景阳
说，医养中心的护理人员个个都很亲切，
很负责任，每天为妻子擦洗身子，陪妻子
聊天、锻炼，妻子情绪渐渐好起来，身体
逐渐恢复。

柴素珍享受到的医养服务，是我市
近年来创新发展“康养+医疗”产业带来
的福利。

“十三五”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建设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做好钒钛、
阳光“两篇文章”，以全国首批医养结合
试点城市为契机，以需求为导向，创新
健康服务模式，大力推进医疗与养生、
旅游、养老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制定
医养结合服务地方标准 10 项，建成首
批市级医养结合示范点 5 个，构建多层
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养中
有医，医中有养，医养结合”的格局初步
形成。

（上接1版）八大重点任务分别是：
强化环境引导调控，着力推动全领
域发展绿色转型；实施生态空间管
控，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深化大
气污染防治，协同应对气候变化；
系统治理水生态环境，巩固碧水保
卫战成效；扎实推进净土行动，强
化固废分类处置；加强环境风险防
范与化解，切实保障环境安全；大
力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建设美丽攀
枝花；全面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建设。

从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我市
生态环境部门将围绕“十四五”期间

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
环境规划等内容，广泛征集具有创
新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
议。市民群众可登陆市生态环境局
网站（http://sthjj.panzhihua.gov.
cn），在“意见征集”栏“我为攀枝花
市‘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建言献
策”中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电子
邮件可发至邮箱 296054384@qq.
com，或邮寄信件至泰隆大厦市生
态环境局综合科 818 室，并在信封
注明“‘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建言
献策”字样，共同为攀枝花未来五年
生态环境发展贡献智慧。

让全民健康托起全面小康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

全力筑牢“美丽攀枝花”生态本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