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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四川攀香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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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特色果蔬物流、分选包
装及深加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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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区分局。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gtj.panzhihua.gov.cn/）。
四、攀枝花特色果蔬物流、分选包装及深加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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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区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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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仁 和 区

分局
联 系 人：邹泽亚 施仪琳
联系电话：0812-2905689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
2021年4月8日

公 示

情倾民生之本情倾民生之本 实现充分就业实现充分就业
关注劳动保障关注劳动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攀枝花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园由攀枝
花市政府主办、攀枝花学院承办、攀枝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位于攀枝花市三线
大道北段10号学府广场3号楼一楼。园区从
2010 年 9 月开始筹建，2011 年 4 月投入试运
行，2011 年 10 月正式运行，2011 年底被认定
为四川省首批高校毕业生创业示范园区。
2015年至今，连年通过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区考核。

在省市各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攀枝
花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园已建成为硬件条
件标准、软件环境完备的孵化平台。为每个入
孵项目提供办公标准配置，从项目入园到离园
实行全过程管理，此外还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创

业者培育机制。为引导和扶持更多的人实现
就业，培养大学生创业带头人，现面向社会征
集入驻项目：

一、征集对象

毕业5年内的大专院校学生，项目具有可
行的创业构思，重点围绕钒钛、康养、现代农业
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优先。

二、入驻期限和扶持政策

经评估获准入驻的项目，孵化满6个月时
评估考核一次，不合格者取消孵化资格，所有
项目孵化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孵化园为入驻
项目提供物管、水电及场地费用的减免政策，

配备基本办公设施，具备网络等通讯条件。同
时提供创业咨询、创业培训、项目交流、开业指
导、项目指导、种子资金支持、跟踪服务等“一
站式”公共创业服务。

三、入驻须知

（一）前期广泛进行项目征集，园区将邀请
创业导师针对递交材料进行初审，以及根据现
场路演情况打分，择优入驻。

（二）入驻项目需与园区管委会签订入孵
合同，并遵守合同的相关规定。

（三）所需材料纸质版需在截止日期前报
送至孵化园办公室，相应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
定邮箱。

四、报名资料

1．《企业（项目）入驻申请书》；
2．项目创业计划书；
3．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创业个人（团

队）简历表（贴上近期彩色照片）；
4．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毕业证（在校大

学生提供学校证明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一份；

5．项目团队成员身份证、毕业证（在校大
学生提供学校证明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

（报名资料样表及具体格式要求请联系马
老师）

五、时间安排

从即日起受理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23日。

联 系 人：马老师
咨询电话：0812-2271123 18982395360
电子邮箱：827356707@qq.com
联系地址：攀枝花市三线大道北段 10 号

学府广场3号楼105室

关于面向社会征集攀枝花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园
入驻项目的公告

“菩提苑”项目位于东区炳三区，包括 H03、H04、H05、
H06、H08五个地块，共设计1#-20#楼。目前，H06整个地块

（1#-11#楼）及 H08 地块的 20#楼已办理规划核实并投入使
用 ，H03、H04、H05 地 块 正 在 建 设 。 因 H08 地 块 剩 余 的
12#-14#楼已建设完成，建设单位向我局申请办理该部分的规
划核实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四川省城
乡规划条例》有关规定，现对“菩提苑”H08地块12#-14#楼按
现状进行公示。

公示方式及公示地点：
一、攀枝花日报（仅文字部分）
二、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公示栏
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http：//gtj.panzhihua.

gov.cn）

四、“菩提苑”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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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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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
分局，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相关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
权利。

公示期满，若未收到反对意见，我局将依法办理“菩提苑”
H08地块12#-14#楼的规划核实手续。

联系地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
联 系 人：冉孟佳 李东晓
联系电话：2246632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区分局
2021年4月8日

公 示

本报讯（赵园虹 记者 周越
特约通讯员 邱嫣然）“现在太方便
了，办事也快，只用跑一次，不用我们
来回跑，节约了时间和路费。”日前，异
地参保人杨先生在西区政务大厅医保
窗口办理职工医保转入时说道。这是
西区适应医保制度改革、提升服务质
量、方便群众的具体体现。

据西区医保局负责人介绍，今年
1 月，西区通过“线上+线下”途径，采
取“异地申办、定期返派、属地归档”的
方式，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职

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职工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备案、职工异地急诊和抢救住院登
记备案、职工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直接
联网结算七项业务“跨省通办”。异地
参保群众可以通过异地“跨省通办”窗
口进行申请，“跨省通办”窗口通过电
话、邮箱、微信、邮寄等“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定期返派至参保地经办
窗口直接进行办理，有效解决了参保
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的问
题，降低了办事成本，满足了群众异地
办事的需求。

本报讯（曾鹏 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员 吴晓莉）今年以来，仁和
区聚焦基层治理热点、难点、焦点问
题，以“三个创新”为工作抓手，补齐短
板，凝聚合力，全面提升全区基层治理
水平。

创新构建“一核六治”模式。聚
焦工作抓手不够得力、思路不够清晰
的问题，仁和区在抓实自治、法治、德
治基础上，创新治理方式，整合相关
资源，找准工作结合点，推动市域社
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双线融合、一
体推进，探索形成党建核心引领、自
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智治支
撑、共治协商、心治安民的“一核六
治”模式，并作为全区城乡基层治理
和市域社会治理的工作思路和工作
抓手，凝聚治理合力，提升治理效能，
加快推进仁和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创新实施“基层治理”行动。聚

焦工作统筹不够、落实力度不够的问
题，将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纳入区委中
心工作“五大会战”“三项行动”中的

“基层治理”行动进行高位推进。成
立“基层治理”行动专责组，下设党建
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等 8 个工作
组，负责全区“基层治理”行动牵头统
筹、组织协调、督导落实。清单制、责
任制推动各项工作，制定“基层治理”
行动年度工作要点、梳理工作任务
90 项，建立工作清单，明确各项任务
目标要求、完成时限、牵头单位和责
任单位，确保“基层治理”行动各项任
务落地落实。

创新推进示范体系建设。聚焦老
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大胆探索、积
极试点，分层次、分领域确定省级城乡
基层治理示范点位 3 个，市级示范点
位 18 个，区级示范点位 24 个，按照

“一点一策、梯次推进”方式进行打造，
既凸显示范效应，又有工作特色。

本报讯（赵朝艳 记者 胡波）3月
30日，在炳草岗街道红星社区竹秀村小
区，居民纷纷行动起来，进行轮流值守，
开展“你守、我守、大家守、守护平安”的
活动。竹秀村小区居民王柱说：“我们
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业余时间自己守
护自己的家园。”

这是红星社区开展“党建+老旧小区
微治理”活动，共建和谐家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红星社区在开展基层治理工
作中勇于探索，以“党建”为统领，以服务居
民为出发点，针对老旧小区无物业管理等

问题，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及党员龙
头引领作用，探索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居
民自治新模式，在竹秀村小区实施“党建+
老旧小区微治理”模式，以党员为“领头
羊”，业主做“管家”，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调动小区
业主的热情，提升小区居民自治能力。

建立自治组织。红星社区充分发
挥居民志愿者、党员的积极性，发掘培
养小区自治带头人，建立小区党组织和
居民自治组织，从群众愿望出发，积极
探索居民小区自治管理新途径。以小

区、楼栋、单元为依托，组建小区党支部
或党小组，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在小区
全覆盖，通过小区党员示范带动，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推进小区自治
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把小区楼栋
长、居民小组长以及小区业委会里的年
轻人发展成为小区自治组织的骨干，在
参与推动社区治理，共建和谐社区中发
挥积极作用。

实现科学管理。红星社区积极推
进老旧小区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业
委会每季度召开会议，研究执行情况，

听取居民的反映，不断改进工作，对涉
及小区的建设项目，均由小区居民代表
进行监督。每年向居民公示财务支出
明细，每半年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对小
区楼栋长、小组长、业委会等进行评议，
对不合格的进行改选或者罢免，切实做
到“小区事务大家评、小区管理大家议、
小区决策大家定”，不断培养居民的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和
能力，充分让居民在小区建设、管理工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小区民事民
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

本报讯（罗小勇 记者 吴晓龙
文/图）“快去操场瞧一瞧，操场墙壁新画的
卡通画好漂亮。”3月24日下午，攀枝花市
花城外国语学校五年级学生邓茗月拉着
同学的手，朝着校园的新打卡地——“网
红墙”跑去。

只见操场围墙上出现了一朵朵云
彩、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卡通小动物和五
颜六色的“水果明星”。据了解，这是该
校美术组老师们精心设计并与600余名
学生共同完成的画作，历时两个星期，为
师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网红墙’高2米，长200多米，共有
58幅画作。”美术老师李国策说：“为了充
分展现攀枝花的特点、展现健康的校园，
美术老师们借鉴了许多相关资料并结合
阳光花城的特点，以动漫人物、攀枝花水
果等卡通形象来展现，发挥了同学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创作了这面‘网红
墙’，让大家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本报讯（郑攀汉 记者 李刚）近
日，平地派出所民警在开展设卡盘查
时，查获一起无证运输气瓶却谎称“废
气罐”的案件。

当天，平地派出所民警在 108 国
道方山路段开展设卡盘查工作时，一
辆箱式货车走走停停，形迹十分可
疑，民警立即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并对该车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检查过
程中，民警发现该车车厢内装满了大

大小小十余个气罐。驾驶员一再告
知民警车上装载的是“废铁罐”，经民
警进一步查看问询得知，该车所装罐
体，均盛有二氧化碳气体。然而，就
在民警询问驾驶员是否有相关资格
证时，司机却未能提供相关手续，随
即，民警立即将该车和驾驶员进行控
制。

目前，此案已移交相关部门进行
进一步处理。

仁和区：“三个创新”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能力

“一核六治”模式。

西区

七项医保业务实现“跨省通办”

无证运输“废铁罐”被民警查获

“党建+老旧小区微治理”共建和谐家园

师生共绘“网红墙”

图为学生和老师正在进行绘画。

（上接1版）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
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各种
挑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
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相互
尊重，排除干扰。中国发展对欧盟是
机遇，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
正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努力，协商办好下阶段一系列重要政
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
通，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救
人的，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搞

“疫苗民族主义”，愿同德方在内的国
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
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

疫苗，为人类共同早日战胜疫情作出
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方
面坚持自主。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
和挑战，更加需要德中、欧中合作应
对。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
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
挥积极作用。德方重视中国“十四五”
规划，期待这将为德中、欧中合作带来
新的重要机遇。德方愿同中方一道筹
备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
人员往来，加强抗疫、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就疫苗
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问题同中方保
持沟通。德方愿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大
会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