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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需 帮 扶 扶热了人心

现年50多岁的夏跃华和妻子向洪兰、
女儿女婿、孙子孙女住在一起。2013 年，
向洪兰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症，导致身体左
侧肢体活动困难，无法劳动且需长期用药
治疗，女儿女婿在外务工，因经常生病等原
因，家庭负担一直很重，夏跃华的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

2014年，夏跃华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来自万源市财政局和竹峪镇的扶贫干
部在了解到夏跃华家具体情况后，一边与
他交心谈心，一边宣讲扶贫政策，并制定实
打实的帮扶计划。

首先要解决的是就医问题。免费参加
医保，这是万源市对广大贫困群众实施的
优惠政策，同时，实行各种补助和先诊疗后
付费“一站式”服务，贫困患者县域内住院
和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医疗费用个人支付
占比均控制在10%以内。紧接着就是申请
低保兜底和残疾补助，村干部帮着领申请
表，陪着病人到医院认定，忙着到民政审
批。2017年，向洪兰享受到了每月280元
的低保兜底政策；2019 年，又享受到了每
月170元的残疾护理补助。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党委政府向我伸
出了援手，帮助我住上了新房子，喝上了自来
水，出门便是水泥路……”在感谢信中，夏跃华
列出了自己近年来享受的诸多优惠政策，易
地搬迁、饮水工程、村道建设……每一项扶
助都扶到了夏跃华的心坎上，让他的生活质
量得到极大改善，夏跃华不由得为扶贫干部
竖起了大拇指。

引 导 发 展 激活了斗志

夏跃华有一门打铁的好手艺，每到农
忙时节凭着一身力气能挣近 1 万元，可是
农忙一过，他就迷茫了，要脱贫，能致富才
是关键，没有启动资金的夏跃华很无奈。

幸好有扶贫小额信贷，这无疑为贫困
群众发展产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村里、帮扶
单位都为夏跃华进行了政策宣讲，这种免
抵押、财政贴息的贷款政策一下子吸引了
夏跃华。

“这种贷款只能用于产业发展哦。”帮
扶干部胡文武一边帮他出谋划策，一边告
诫他贷款的用途。

结合自身实际，夏跃华立马有了主意：
在本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开办小卖部，
由妻子守着，方便了邻里也补贴了家用；村
里有中药材种植传统，那就开辟土地种植
重楼、黄精等药材，以此获得长期的收益。
虽然未到收益期，但夫妻两却从中看到了
希望。

树 典 立 杆 当好了示范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虽然优惠，但是借
贷时间不得超过 3 年，贷款种植的中药材
要5至10年后才有收益，他从不叫苦、从不
拖延，平日里总是到处找零活干，哪里修
路，他就去挖路基；哪里运货物，他就去卸
货。在他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小额信贷
也逐渐还清，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别个拉你，你都不动，那就是懒惰。”
夏跃华说，那些扶贫干部真的很辛苦，下雨
天都在帮扶，他还亲眼看见扶贫干部在田
坎上摔倒过。由此，夏跃华谈到了写这封
感谢信的初衷，那就是表达感动和感恩。

夏跃华感恩奋进、主动脱贫的言行影
响着身边的邻里，大家都积极寻找致富门
路，努力实现增收目标。2019 年，竹峪镇
开展了“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通过民主
推荐、村支“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
议等程序，夏跃华家摘得了“感恩奋进星”，
受到了镇党委政府的表彰。

今年，帮扶单位和村里又在动员村民
种植天麻，技术和销路都不用愁，夏跃华又
摩拳擦掌，准备积极响应。

□魏莉 张琳

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扶贫故事
“特别感谢党的好政策和扶贫一线的工作人员，要不是政策好，

我老婆坟上草都多深了、树都多大了。”这是从一封感谢信中摘取的
内容，写信人是万源市竹峪镇团包寨村村民夏跃华，他如期脱贫后
给帮扶干部胡文武写了这封信。

信的内容很短，总共321字，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位山区脱贫群
众走出贫困后的喜悦和对党委政府深深的感激之情。

本报讯 近日，大竹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查获一起药店虚假宣传
案件。

该药店大门上张贴有一张内容
为“预防冠状病毒药方及服用次数”
的宣传海报。经初步核实，该药方仅
可作为凉茶偏方，对新型冠状病毒并
无预防作用。截至被查获时，已售出
该药方中药数十副。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反
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
法，对自己的商业信誉或者在商品的
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
产地、来源、有效期限、价格、售前售
后服务等方面作引人误解的或虚假
的宣传”的有关规定。

目前，大竹县市场监管局已对该
药店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进行
进一步立案调查。 (何建伟)

大竹查获一药店虚假宣传案

宣汉做好猪肉市场价格监管
本报讯 近日，为保障猪肉价格

稳定，宣汉县市场监管局围绕农贸市
场、超市猪肉价格定期开展价格监
测，严查价格违法案件，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猪肉市场价格监管工作。

宣汉县市场监管局走访了城区5
个农贸市场和5家大型超市，监测白
条猪调拨和销售价格变化情况，建立
相应数据台账，定期进行分析核对，
为严厉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提
供有力依据。还对屠宰场负责人、猪
肉经营户代表进行价格监管行政约
谈，要求市场经营户严格执行索证索
票制度，并留存购货凭证、检验检疫
证明，确保产品来源清晰合法；严格
依法明码标价，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杨玲 本报记者 刘晨 王海莉）

本报讯 3月21日凌晨3时20分，喧嚣的达城已沉静下
来。而在金南大桥附近，国网达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正在
紧张作业，为天华加气站新建施工专变进行搭火。作业现场
有条不紊、作业命令清晰明确。5时16分，随着最后一处操
作完成，用户全部恢复供电，接电时间为10天。

3月12日，天华加气站提出用电申请，该供电公司营销
部受理后审查资料合格；3月13日，组织运检相关人员进行
现场查勘，答复供电方案；3月16日，对客户设备线路预验收
并提出整改意见；3月18日，现场验收合格后制定作业方案。

考虑搭火电源点为同杆架设的10千伏主线，地理位置邻
近山体无法采取带电作业，为了最低限度影响两条主电线路
1万余户客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减少客户的停电感知，确定
在3月21日（星期六）凌晨进行错峰搭火。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施工，顺利完成搭火。

今年以来，因受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生产已严重落后往
年同期。达州供电公司主动作为，升级服务，缩短流程，摁下
高压新增用电办理的“加速键”。截至3月24日，该供电公司
受理的6户高压新装客户中，接电时间最快的仅用7天。

（侯晓东 苗锋雨）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
接电提速助企业施工加速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七清”行动，推进辖区“四城同
创”工作，3月20日，通川区莲花湖管委会召开了莲湖景区十
类突出“脏乱差”问题整治专题会。

会上，传达了市“四城同创”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十类突
出“脏乱差”问题“逆排名”整治承诺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对近期莲湖景区“四城同创”的推进工作进行了总结，通报了
管委会初步拟定的具体整治点位内容及整治标准。会议还
就莲湖景区全面开展整治工作作出了要求，将以解决好“垃
圾偷倒”“垃圾围城”及路面白色垃圾等十类突出“脏乱差”问
题为目标，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力求在短期内达到最好的整
治效果。

（本报记者 覃鹏举）

通川区莲花湖管委会
专项整治景区“脏乱差”

眼下，正是农忙春耕
好时节。开江县派驻贫困村的

驻村工作队51个、非贫困村“第一书
记”146人下到基层春耕一线，各驻村工

作队既担负着抗疫职责，又积极参与到春
耕备耕之中。

驻村工作队一方面协助当地加强疫情防
控，一方面担负着助力脱贫攻坚的重任。该
县有6557名帮扶干部通过电话联系、微信
沟通等手段，时常保持着与结对贫困户

的联系。图为帮扶干部走村入户了
解情况。

（特约记者 唐富勇 摄）

按照相关规定，现将我校主办刊物《达州新论》印制服务进行
询价比选，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服务商报名参加。

一、项目名称
2020年度《达州新论》印制服务
二、印制规格及数量

《达州新论》设计为产品尺寸:大16开。一年四期，其中封
一、封二、封三、封四为彩页，每期 64 页。第 1、3 期印数 1000
册，第2、4期印数800册。封四为200克双铜四色印刷，单面覆
哑膜压细布纹，内页每期64页用70克轻型纸黑白印刷，无线胶
包印制。

三、报名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必须提供经年检的合法

有效的营业执照；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报名开始接收时间：2020年3月26日12:00
六、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4月2日12:00
七、报名地点：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达州行政学院）后勤服务

管理科（105室）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8180190712

2020年3月26日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达州行政学院关于《达州新论》印制服务询价比选公告

下载“科普中国”APP 享受权威科普信息

“科普中国”专栏
达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协办

·下载关注“科普中
国”APP→点击“我的”实名
登记、注册，完成“科普信息
员登记”并认证（通过后会
在头像的右下角出现一个
金色的“证”字）；

·按照“任务积分”栏
设置的任务（每日登录、浏
览内容、分享内容、签到、
发布活动、点赞），享受“科
普中国”美好素质生活。并
可用挣的积分兑换奖品、
红包；

·你还可以添加“科普
AI（微信：wyfu001）”为好
友，并建 10 人以上的微信
群（人越多分越高），将“科
普AI”好友拉进群，在群类
开展“任务”，“科普 AI”
将自动计算你的任务，每
月全市前 30 名选手，月底
将获得 40-100 元话费奖
励。

有传言称，不锈钢锅中
的锰、铬、镍元素容易超标，
经常食用不锈钢锅做出的
饭菜，会对骨骼、牙齿以及
消化功能造成损伤，甚至会
诱发帕金森病。那么，这是
真的吗?

实际上，不锈钢中都会
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但
只要是通过正规途径购买
的符合我国国家标准规定
的不锈钢锅具，其中的锰元
素等金属元素的含量和迁
移水平，并不会对身体健康
产生影响，也就不会伤害骨
骼、消化系统等部位。相对
于其他金属，不锈钢的优点
较多，具有强度高、耐用性
强、耐腐蚀性强等特点，是
锅 具 材 料 中 比 较 好 的 选
择。综上，不锈钢锅并不会
导致锰中毒。

本文由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教授沈群，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办公
室副主任张宇进行科学性
把关。 （据科普中国）

使用不锈钢锅
会导致锰中毒？

序号

1

地块编号

马踏洞片区中心
服务区02-01b

土地位置

凤凰大道
西延线北侧

土地出让面积（m2）

67798
（101.70 亩）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F≤2.5

建筑密度

B≤30%

绿地率

G≥30%

建筑限高

HL≤ 80 米

配套设施

按照计容住宅建筑面积 3‰的比例无偿配建一
个或多个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其他规划指标

详见《马踏洞中心服务区
02-01b地块规划条件》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拍价

270 万元/亩

增价幅度

5万元/ 亩或5万
元/ 亩的整倍数

竞买保证金

8300 万元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马踏洞片区中心服务区02-01b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对该地块组织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DST(P)[2020]4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但法律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申请参加本公告土地竞买的，竞买保证金须按竞买
宗地对应金额足额缴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政府设有底价，
采用增价拍卖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不
低于政府底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实行网上报名，
竞买申请人须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查阅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
报名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4月14日
17：00 之前经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通过系统提交竞买申请。通过指定账户缴纳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4月14日17：00。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人须在资格审查当日（2020年4月

15日）8：30之前将竞买申请文件原件和政府出具的确认函
现场提交至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5室，未按时
提交原件的视为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20年4月15
日10：30前自行通过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拍卖现场（打
印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2020年4月15
日 10：30 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 2 厅举行

（拍卖会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七、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出让公告、出让文件、

宗地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
以上的报价，报价规则详见拍卖出让须知。本次拍卖出让

不接受邮寄竞买申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

可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 http：//www.dzggzy.cn
下载），并以拍卖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或主管单位出
具的文书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期、中止、终止等变
更情况，敬请各竞买人在交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
告信息，并按要求完善相关事项，以保障各竞买人顺利参加
本次拍卖活动。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建设银行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荷

叶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川支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工商银行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达州市分行海棠湾支

行
户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账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达州市通川区白塔路243号
联系电话：0818-2377534
拍卖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永祥街68号
联系电话：0818-3333966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