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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城事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邓丹）近日，按照自贡市委

“坚守绿色生命线，打赢环保
翻身仗”，建设繁荣幸福美丽
新自贡要求，自贡市人大常
委会围绕“铁腕治霾十大专
项行动”等重点工作，在全市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
的特定问题调查。此次针对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特
定问题调查，在全省乃至全
国尚属首次，引起国家、省级
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和各级媒
体的持续跟进。

据悉，自贡市人大常委
会成立了自贡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情况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按照属地原则，分设 7 个
调查组，并成立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专家组，将围绕“铁腕
治霾十大专项行动”重点工
作，分别开展落后产能淘汰
和“散乱污”企业整治、露天
焚烧管控和烟花爆竹禁放、
重点行业达标排放和重点企
业减排、扬尘综合治理和绿
色施工等专项治理情况调
查，全面了解掌握我市大气

污染及防治情况；调查我市
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贯
彻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情
况，以及责任人履职情况；调
查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单位及责任人处罚追责情
况，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及
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危机意
识和担当意识，提高公众节约
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形成“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
全民参与意识，为推动自贡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还全市人民
一片蓝天作出贡献。

华西城市读本讯（骆相
材 记者 马梦飞）近日，为提高
线路健康水平，排查线路隐
患，国网内江供电公司检修分
公司输电检修班对35千伏河
顺线进行登检作业，对该线路
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消缺。

35千伏河顺线为顺河变
电站单电源主供线路，停电
机会较少，为充分利用停电
时间，检修分公司输电专业
合理组织，安排了9个登检工
作小组，确保线路登检范围
全覆盖。

当天上午 8 时，18 名线
路检修人员集合完毕，工作

负责人李全组织召开班前
会，明确每个工作小组的工
作内容并进行安全技术交
底，强调现场安全措施，同时
对线路登检的要求进行明
确。登检工作看起来很简
单，实际上更加考验检修人
员的专业经验和眼力，从金
具螺栓的紧固、开口销的补
齐，再到绝缘子放电痕迹的
查找、并沟线夹的紧
固、导地线运行情况
的检查，每一个小细
节都需要检修人员认
真细致地观察和保持
高度的责任心。

春检工作以来，检修分
公司线路检修人员一直忙
碌在春检作业现场，以提高
设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的，
扎实开展各项检修工作，据
统计已完成线路登检 10 条
次、消除缺陷 11 处、处理对
地距离不足隐患 4 处，有效
提高了输电设备的健康
水平。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梦
飞）近日，工行内江分行团委组织
青年团员来到内江市市中区永安
镇瓦堆湾村，开展关爱扶贫活动。瓦
堆湾村曾是永安镇 3 个省级贫困
村之一，在去年成功退出贫困村。

“ 谢 谢 叔 叔 阿 姨 送 我 新 文
具，刚好本子快用完了。”工行内
江分行的青年团员们深入到贫

困户和留守儿童家中，关心其生
活现状，了解问题需求，并向当
地帮扶贫困户和留守儿童捐赠
了部分学习用品和生活物品，瓦
堆湾村村民高大爷的孙女对大
家的到来非常开心。通过开展
此次活动，让该行青年员工强化
了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增强了
社会责任感。

4月25日，自贡市富
顺县“狮市古驿文化小镇”的
核心区，工人们正忙碌地施
工。4月份，这个规划已久的
项目已破土动工，千年古镇即
将改换新颜。今年一季度，富
顺县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实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
长29.92%。

2018 年，富顺县将继续
抓项目、促投资，招大引强。
抓住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机遇，借助市产业招商促进平
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
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以乡村振
兴发展为目标，加快实现由农
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围
绕加快四川经济强县、川南教
育强县、生态宜居中等城市和
撤县建市的目标，全力奋进。

千年古镇换新颜
富顺将打造
“狮市古驿文化小镇”

“狮市古驿文化小镇，从
石道场、秀岩场、狮子滩、狮市
镇发展的1300多年的历史长
河中，狮子滩盐码头，是富顺
盐运北上的第一古驿站，经沱
江逆流而上的运盐第一水码
头，又是富顺至成都陆路通道
的第一驿站，自两晋年间以

来，一直承载了富顺盐业发展
运输、对外销售的古驿盐关商
贸活动。”狮市镇党委书记沈
吉伟介绍，在这1300多年间，
狮市因水路运盐，逐渐发展驿
站、集市、城镇。自贡的第一
口盐井就在富顺，第一批井盐
也是必经狮市水路、陆路运往
北方。狮市古镇的原生态保
护，吊脚楼雄姿，在全国都非
常罕见。我们打造旅游特色
小镇，将还原千年前古盐运码
头的场景，重现当年繁盛的井
盐文化。

据介绍，狮市镇以文旅、农
旅、城旅、商旅四旅相容为发展
理念，集合狮市古镇、苗仙湖农
业产业园、千亩桂圆林、高铁新
区为一体，打造“狮市古驿文化

小镇”。“十三五”末，达到年年
举办旅游节、季季承办主题活
动的常态，年接待游客超过20
万人次，依托旅游发展就业的
人口达到50%。

通过建设卷坝村-菱角
村-狮市古镇-花园村-马安
村的沿江旅游公路和自行车
漫行道，重点打造以菱角村近
郊游、狮子滩古镇游、苗仙湖
乡村游的漫行旅游线路，把狮
市镇真正建设成旅游特色小
城镇。

投资呈现较快增长
1-2月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全市第一

正在建设的“狮市古驿文

化小镇”，只是富顺县今年一
季度以来投资增长实现“开门
红”的一个缩影。2018 年，富
顺县计划新开工市重项目 10
个，一季度计划新开工项目 5
个，目前成自泸赤高速公路富
顺连接线改造、富顺两横五纵
特色街区建设工程、狮市古镇
旅游基础设施、富顺百惠通西
部农贸物联港等 7 个项目，已
经实现开工。

“从全年计划看，重大项目
呈现出‘两增四升一高’特点。
一是投资额、体量明显增大。
二是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
业、民生改善项目投资持续上
升。三是项目成熟度高。”富顺
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
大 项 目 总 投 资 比 去 年 增 加
150.47 亿元、增长 23.4%。产
业 重 大 项 目 85 个 ，总 投 资
275.1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7.47 亿元，比去年增加 26.56
亿元、增长 52.2%。83 个新开
工项目，目前已有52个项目完
成前期工作。

今年以来，富顺县投资呈
现较快增长态势，一季度实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29.92%。编制了 180 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794.72亿元。在
去年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的基础上，今年年初组织
开工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延续去年增长惯性，保持持
续快速增长势头。1-2月，全县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
长46.1%，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一。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经济运行质量较高
居民收入提升

一季度，富顺县的“开门红”指标
非常亮眼：农业增加值达到 5.98 亿
元，同比增长3.4%；建筑业产值实现
19.32亿元，增长25%左右；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32.7亿元；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39亿元，同比增
长 18.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3802元，同比增长9.1%。

今年以来，富顺县农业经济平稳
发展，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消费市场
保持活跃，经济运行质量较高，居民
收入逐渐提升。工业经济延续了去
年的运行态势，保持在10%以上的稳
定增长。春节期间，组织了“富顺农
产品展销会”、继续开展“寻找最美乡
村”系列活动，吸引了大批县内外游
客来富顺观光旅游。

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的举措，消费市场日益活
跃。截至1-2月，全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18.2 亿元，增长 12.8%，
预计一季度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温
和状态，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30.6亿元，增长12.9%。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富顺县投资增长实现“开门红”
将打造“狮市古驿文化小镇”

遗失声明
泸县半岛桑拿洗浴保健中心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副本）（税号：51052119690711029901）；刘林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21MA62JJ072Q）；四川省今朝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0521000021907）；泸县亿源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0541456198），
核准日期：2017—1—1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内江市东兴区浪屿网吧营业执

照（注册511011000000360，信用代
码:915110110714081507）遗失，声
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宜宾市弘海家电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502MA62A2PH8J）股东会决议解散
公司，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尹彬，清
算组成员为：尹彬、刘毅、袁兴。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320663883 地址：宜宾市翠屏
区西郊苗圃六村1栋2楼15号

宜宾市弘海家电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8日

自贡人大“亮剑”大气污染
“刚性”开展特定问题调查

内江供电公司：吹响线路登检“集结号”

工行内江分行团委开展扶贫关爱活动

华西城市读本讯(周长松 余
淋 记者 刘恪生)4月22日，自贡市
富顺县公安局代寺派出所接到中
石镇余先生报警称：其3岁外孙女
儿小欣（化名）在中石镇正街走
失，请求民警帮助。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出警。到
达现场后，通过报警人介绍，当时
他带着外孙女在街边买东西，就一
两分钟的时间，外孙女儿小欣就不
见了。民警立即向周边群众询问
了解情况，并马上分散寻找。民警
一边安慰余先生，一边往他家的方

向沿路寻找。走了一段路后，便看
到蹲在路边哭泣的小女儿孩，民警
立即上前轻声安慰，询问情况。当
小女儿孩说出她叫小欣时，民警立
即把小女孩带到了余先生身边。

当余先生看到外孙女儿平安
无事后，激动地流下眼泪，一把抱
起外孙女儿。他紧紧握住民警的
手，感谢代寺派出所帮忙找到小
欣。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请家长
务必要照看好孩子，不能掉以轻
心，尽量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
围内，避免走失或出现意外。

富顺3岁儿童走失民警快速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