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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经批准，达州市达川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达
川区511602-2014-1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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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块组织挂牌，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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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政府设有底价，采用增价
挂牌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不低于政府底价）。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实行网上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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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17日17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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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10月17日17时。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2019年10月8日8:30时之
前（若挂牌报价期间报名，则须在提交竞买申请次日8：30时前）
的工作时间将竞买申请文件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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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18日
上午11:3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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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现场。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会定于2019年10月18日
上午11:30时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二厅举行。

挂牌报价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上午9:00时至2019年

10月 18日上午11:30时止的工作时间。
六、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公告、出让文件、宗地详情全

面了解、完全接受、不持异议，必须有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报价，报价
规则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邮寄竞买申请。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可在达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dzggzy.cn）下载），并以挂
牌出让文件中各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
出现延期、中止、终止等变更情况，为保障各竞买人顺利参加本次挂
牌活动，敬请各竞买人在交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

八、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实行全程电子化挂牌交易，具体操作见《土

地竞买人操作指南》。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九、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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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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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行
户 名：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专户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达州通川支行
账 号：系统自动生成
十、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达川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兴盛街4号
联系电话：13882839110
挂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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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8-2183355（组织科） 0818-3131833（信息科）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9月18日

序号

1

地块
编号

达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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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33
亩）

土地
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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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

1.0≤F≤
1.5

建筑密度

B≥40%

绿地率

G≤10%

建筑限高

HL≤24
米

其他规划
指标

详见达川
规﹝2019﹞

2号

出让
年限

50年

宗地
挂牌起价

1710万元

增价幅度

10万元或
10万元的
整倍数

竞买保证金
（万元人民币）

520万元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DSTD (G)〔2019〕2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
高，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加速，我
国心血管疾病的的患病人数持续增加并已
成为导致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而心力衰
竭（心衰）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进展的终末
阶段，被称为“心血管病的最后战场”，我国
成年人患病率为 0.9%，有超 1000 万的心
衰患者。冠心病、高血压、老年性瓣膜病和
糖尿病等高危人群的增加，心衰的“后备
军”也日益壮大，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
高，医疗费用上升，已成为本世纪心血管病
防控面临的重大挑战。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表现
或晚期阶段。目前我国心衰患死亡率和再
入院率居高不下，尚存在心衰漏诊和误诊
率高、治疗欠规范、缺乏有效的管理、不同
级别医院心衰诊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等问
题，建立高水平的心衰中心迫在眉睫。它
的建立，将有助于规范我国心衰诊治和改
善心衰患者的管理，降低心衰再住院率和
死亡率。同时，中心将致力于建立心力衰
竭患者的长期管理模式，这对于改善患者
的预后和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在起，必须改变重“治疗”轻“管理”、重

“院内”轻“院外”的情况，建立符合国情和
医疗现状的心衰长期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需要积极争取政府、社会、医疗机构和患者
的共同参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衰中心成立于
2017年，为中国心衰中心总部认证并授牌
的第一批心衰中心和首批全国15家‘心衰
中心示范基地’之一。华西心衰中心以心
脏内科为核心，联合心血管护理、药剂科、
康复中心、营养科、心理卫生中心等科室组建
多学科心衰管理团队，从规范心衰诊治流程、
容量管理、运动康复、营养治疗、用药管理和
随访管理等多个方面实施对心衰患者的全程
管理。华西医院心衰中心还开设了专病专治
的心衰门诊，在国内率先启动了心衰管理门
诊。同时，与二级医院以及基层、社区医院联
动，积极推行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扎实做好
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规范心衰诊治，改善心
衰患者长期随访管理，实施并强化以指南为
导向的心衰评估、诊疗与管理，以期让每一位
心衰患者均能接受到最合理规范的治疗，服
务于广大心衰患者，造福于区域人民。为推
进四川省心衰工作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提
升四川地区乃至全国心衰的整体防控水
平，华西医院心衰中心于 2018年 12月牵
头建立了“四川省心衰中心联盟”，为全国
目前最大的心衰中心联盟，囊括了四川地
区各级医院共108家成为联盟单位。

心衰中心，坚守心血管病的“最后战场”
本期嘉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庆

心健康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54）

9月17日晚7点半，伴随着
清脆悦耳的四川扬琴，话剧《美
味人生》拉开帷幕——在一次
措手不及的相亲饭局上，两个
有故事的年轻人相识了。已经
在东北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李先
生，终于在古稀之年迁回了乐
山，而此举也改变了两个儿子
的生活。一位男青年的乐山之
行，为了爱情，也为了开启新的
人生旅程。出差归来的吕总，
在一场例行的吵闹后，陪夫人
在深夜的江边散步……该剧以
乐山小城为背景，用几段不同
的故事演绎了乐山街井文化与
故乡记忆，展现人与人的真情
和善意，体现乐山的人文文化
与特色。

《美味人生》全长90分钟，
由中国著名新锐导演任明炀担

任导演，8位主演通过自己的表
演，将寻常人家的生活演绎得淋
漓尽致。“我们想通过展现普通民
众的平凡生活，来体现人与人之
间的真和善。”任明炀在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民以食为天，人以美味为情
缘。此次执导《美味人生》，任明
炀将“乐山元素”带入剧中，从东
大街、张公桥到嘉兴路、岷江边，
跷脚牛肉、钵钵鸡等乐山美食一
一再现，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
几位主角一边吃钵钵鸡一边表
演，简直就是大型“吃播”现场。
还有吃酒的食客，叫卖吆喝的小
贩，活生生再现了浓郁的川南居
民风情。“话剧舞台要与现实生
活有很强的关联性，才能凸显其
生命力。《美味人生》讲述的是乐
山的小城故事，剧中融入跷脚牛

肉、钵钵鸡、乐山方言等乐山特
有的文化符号，呈现出乐山本地
的一种生活气息。”任明炀说。

任明炀不仅把“乐山元素”
落实到餐桌上的一粥一饭、一汤
一菜里，他还巧妙地将四川扬
琴、川剧的锣鼓点和帮腔表演引
入其间，并由此造就了精彩的

“戏中戏”，别具一格。“将戏曲与
话剧交相融合是《美味人生》的
最大亮点。”任明炀曾与知名编
剧潘乃奇合作过实验戏剧《断
章》，这也是一出别出心裁的话
剧川剧同台作品。再次在话剧
中融入川剧元素，任明炀直言：

“用独特的川剧锣鼓与帮腔，使
该剧的地方特色更加浓郁，角色
的情感表达更充分，也使演出节
奏更为紧密。”四川扬琴的使用，
也更能表现四川地域特色，“主

题曲展现思乡、归来，扬琴的轻柔也更为
适合。”

从乐山的山水、小城到市井、美食，
从语言到文化特色、民俗展现，一幕幕充
满人间烟火气的喜怒哀乐映入眼帘，为
观众勾勒出极具生活意趣的人生百态。
不少观众被剧中情节感染，有观众表示：

“这部戏讲述的是小人物、接地气的故
事，平淡中带着温情，非常暖心，有种抚
慰人心的力量。”

此次演出结束后，《美味人生》还将与
其他优秀剧目共同角逐第四届四川文华
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要想秋天不贴膘，唯有燃烧卡
路里。

秋天是适宜运动的季节，是体
育达人们放肆练、撒欢虐的时节。

飒爽的秋风中，约一群小伙伴
夕阳中慢跑，刷一个LSD；

也可以带上父母和亲友，登高
望远，看红叶飘飘；

在略有寒意的清晨，打一组
拳、跳一会儿绳、或者撑撑杠铃、来
几个引体向上……

周末，跟着自己的队友在五人
制球场欢踢一场坝坝球，

和熟悉的对手多拍对拉，累得
趴下，没什么比放出一个网前小球
更值得忘情呐喊……

如果你是运动达人、如果你是
体育迷、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热爱
动态生命的人，请记录下这个秋天
你和运动的故事。

可以是你在球场的霸气英姿，
也可以是你在赛场看球的少女心，
当然，也可以是你日复一日慢跑、
训练、健身的“枯燥”……

在成都网球季后续两项赛事
——即“ATP成都公开赛”和“国
际网联世界巡回赛青少年年终总
决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联合青焦
社区在全网范围开成都网球季#我

的网事运动主题Vlog大赛#，赶
快，拿起手机赢走5000元现金！

参赛时间/
2019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

征集方式/
在封面新闻客户端青蕉社区上

传 1 分钟以内的原创运动主题
Vlog，添加#我的网事运动主题Vlog
大赛#的活动tag，视为投稿成功。

活动规则/
1、作品需要符合“成都网球

季”主题文化，可以讲你的运动故
事、秀出你赛场体验、展现你的运
动才能……

2、作品可用多种形式表达，以
短视频形式自行搭配文字、图片、
音乐、声音等素材，生动地展现成
都的运动之美；

3、所有参赛作品限制时长在
1分钟以内，使用MP4格式，可使
用相机或手机进行拍摄；

4、参赛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
内容积极向上，若涉及著作权、肖
像权等问题，由作者自行解决，组
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5、投稿作品均不退稿，请作者
保留好原始文件。

6、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

永久、不可撤销地授权并许可成
都网球季赛事组委会行使该视频
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同时授权成都网球季赛事组委会对
用户上传视频内容进行为本活动所
必要的转载、复制、改编、汇编，在
视频内容上添加“成都网球季”及
本活动相关的商业标识，以及为宣
传、推广本活动所需的全部权利。

7、投稿参赛者视同承认本规
则，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属于成都
网球季赛事组委会。

作品评选/
1、根据作品投稿情况，评选出

15个作品进入复赛环节；
2、10月26日启动复赛，由线

上投票数和专家评审打分，具体规
则将在初赛后颁发。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税

前）、证书、纪念品；
二等奖2名，奖金3000元（税

前）、证书、纪念品；
三等奖3名，奖金1000元（税

前）、证书、纪念品；
最佳主题奖1名，奖金500元

（税前）、证书、纪念品。
最佳传播奖1名，奖金500元

（税前）、证书、纪念品。

马识途等9名四川作家
获颁文学创作70年荣誉证书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作家

协会成立70周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四川省作协获悉，为褒扬老一辈作家为新中国文学
事业建立的功绩，表达对老一辈作家的崇高敬意，
激励年轻一代作家开创文学事业的新辉煌，中国作
协向马识途、王火、王尔碑、木斧、方赫、白航、刘令
蒙（杜谷）、李致、流沙河等9名从事文学创作70年
的四川作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上港客平出局
恒大今定生死

本周中，亚冠联赛1/4决赛展开次回合比赛，两
支中超球队先后出战。9月17日18：30，在日本埼
玉世界杯球场，上海上港率先客场挑战浦和红钻。
上半场开场不久杨世元就受伤离场，随后主队球员
兴梠慎三头球破门打破僵局，上港队下半场由于海
助攻，王燊超头球扳平，双方以1：1结束战斗，两回
合总比分3：3战平。由于在双方首回合较量中，上
港主场2：2战平对手，因客场进球少而遗憾出局。

本赛季亚冠小组赛阶段，上港曾在客场打出
3：3悉尼FC、2：2川崎前锋的比赛，1/8决赛首回合
主场1：1战平全北现代后，次回合上港在客场以1：
1的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点球战淘汰全北。
1/4决赛对阵浦和红钻，上港依然客胜难求，最终
止步八强，未能取得突破。

至此，本赛季征战亚冠的中超球队，仅剩广州恒
大，他们将在18日客场对阵日本鹿岛鹿角。由于
首回合双方战成0：0，本场比赛对于恒大来说，只要
能够取胜或者获得有进球的平局就可以晋级四强。

广州恒大原本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与亚冠联赛
都表现很好，但最近一段时间却出现了一个小低
谷，在过去三场比赛中，广州恒大状态欠佳，只取得
2平1负的战绩，加之对手是去年的亚冠冠军，近几
年中超球队都没能在对手身上讨到便宜，因此，广
州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赛前低调表态，表示球队目
前毫无压力，因为球队并没有明确的争冠目标，唯
一的目标就是要完成新老交替，所以，即使被淘汰
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综合

“休息日”忙备战
中国女排直指四连胜

17日是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的第一个休息
日。不过，中国女排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训练，备
战在横滨赛区的最后两场比赛。

赛事组委会给中国队安排在主场馆的训练时间
是12：00到13：00，中国队上午11点多就来到了横
滨体育馆的训练馆，先进行热身训练和简单的有球
训练。

16日下午赢俄罗斯队只用了3局，队员们都休
息得不错，精神状态很饱满。在训练场上，从主教练
郎平到运动员都非常认真，做赛前的拉伸也都是一
丝不苟。

12：00一到，中国队准时来到主场馆，韩国队的
训练刚刚结束。前一天晚上，韩国队3：1战胜了日
本队，一大早也赶来训练。看来，参赛队伍都不愿放
弃在主场馆的训练机会。

一到主场馆，队员们放下随身物品就开始了发
球训练，有点争分夺秒的架势。在进行扣球等技术
训练之后，中国队留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进行分组
对抗，为后面的比赛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1个小时一晃而过，刚到13：00，场馆的工作人
员便提醒中国队的陪同：时间到了。中国队继续练
了几分钟，才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结束了训练。

不过，中国队当天的训练任务还没有完成。她
们马上乘车回到酒店，又进行了身体和力量训练。
吃完饭稍微休息一下，就要看录像准备18日的比赛。

当地时间18日下午3点，三连胜、位居积分榜
首的中国女排将在第四轮比赛中迎战多米尼加
队。在前三轮比赛中，多米尼加队2胜1负，在积
分榜上暂居第六位，属于实力较弱的对手。据悉，
此战中国女排又将进行阵容轮换，一些主力将做壁
上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三轮比赛过后，上届世界杯
赛最有价值球员得主、中国队的朱婷在扣球榜上暂
列第一位。在朱婷参加的两场比赛中，她总共63次
扣球得到了38分，没有扣球失误，另外25次扣球也
形成了有威胁的进攻，扣球成功率高达60.32%，在
所有球员中排名第一。此外，朱婷还是唯一一位在
一传排行榜上进入前十的中国队球员，她的一传到
位率是37.50%，排在第七位。这无疑再次证明了朱
婷是中国女排的绝对核心。不过，今天这场比赛，朱
婷很有可能会“休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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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世界杯

“三江开出一嘉州，仁者乐
山大佛佑。一方水土一方人，烹
了百味话平生。”9月17日晚，由
任明炀执导，吴家岷、赵勇刚、戴
梀、海林、周泉、刘莎莎、王宇鹏、
陆成明主演的话剧《美味人生》，
作为第二届四川艺术节优秀展
演剧目，在成都新声剧场公演，
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融合了乡
情、爱情、友情的文艺盛宴。

好吃的乐山美食
都跑到这部戏里了！

第二届四川艺术节优秀展演剧目

从《美味人生》剧照里就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吃”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