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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凤凰国际小区业主：
“鸿通·凤凰国际小区”项目地处优势地理位置，寸

土寸金。项目周边停车位资源紧张，长期以来周围停
车困难问题日益严重，多次有周边群众希望认购本项
目地下停车位，但考虑到满足本小区业主停车需求，
我司一直未对外进行车位销售。住宅小区配建库存车
位，应当首先满足本小区业主需求，已经全部竣工验
收备案且交付项目，应当采取媒体公告、短信告知、小
区公示等方式，告知业主在1个月内优先购买，1个月
后仍未销售的车位，我司将对小区以外单位和个人进

行销售。
现我司在尽量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同时，自即日起

公示30日后，开始对外进行销售车位，缓解周边群众停
车困难，共创文明城市，届时望各位业主提前做好车位购
买准备。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鸿通·凤凰国际小区”致力于
为您提供高品质生活服务。

四川鸿博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0日

鸿通·凤凰国际小区车位对外出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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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中心（公司）定于2021年10月19日10:
00在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拍卖大厅（沙
湾区龚电大道原林业局5楼）以现场竞价的方式第二次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沙湾区斯堪纳片区厂房拆除项目废旧
钢材一批；该批废旧钢材约580吨，整体拍卖，起拍价116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二、拍卖方式：有底价增价方式公开拍卖，设有保留
价。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
日16:00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四、报名事宜：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10月 18日
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缴纳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不
计利息），并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及交纳保证金凭
证于2021年10月18日17:00前到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评审股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其它详
见《拍卖文件》。

五、咨询电话：15984388588 13320928008

乐山市沙湾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四川乐山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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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建国

关爱学生
将体育特长生培养成优秀大学生

记者于近日见到袁建国时，他身
着运动装，穿着一双运动鞋健步如
飞，和校园里的体育教师只差胸前
再挂一只口哨。

袁建国于1954年出生于井研县
马踏镇，1975年起先后在井研三江
公社学校、马踏中学、井研中学任体
育教师，教龄长达18年。早在学生时
期，袁建国就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
多次代表井研县参加省、地区篮球、
排球比赛，为后来成为一名体育教
师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的袁建国虽已离开校园多
年，但话里话外总是离不开体育教
学：“1983年以后，将体育特长生培
养成优秀大学生，成了我工作的重
心。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90年经
过我培训参加高考的体育特长生有
13人，其中12人考上体育院校，而刘
智丽确实让我费了不少心。”

让袁建国费心的刘智丽，当时差
点与大学校园擦肩而过。“当年，根据

刘智丽的高考成绩，我们认为她会顺
利被西昌师专录取。”袁建国说，“可
是眼看着高考录取工作即将结束，刘
智丽的录取通知却迟迟未到，我心想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了学生的未来，袁建国决心一
探究竟，后经多方询问后得知，刘智
丽的档案被漏送了。袁建国索性直
接赶往成都，向省体招办说清事情
原委。“那时有人劝我，说这个事情
很难，大概率办不下来。可我还是想
争取一下，因为这事关一个孩子的
前途！”袁建国说，为此他前后2次冒
着酷暑，乘坐大巴车去成都专门办
理此事，最终成都体育学院补录了
刘智丽。在刘智丽拿到录取通知书
以前，她对这曲折的过程一无所知。

袁建国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他
认准刘智丽是名好学生，刘智丽也
没有辜负老师对她的期待。30多年
后，刘智丽留校任教并评上副教授，
也成为众多学生口中的好老师。

心怀一份热爱，一生坚持。今年67岁的袁建国是一名退休教

师，同时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乐山市优秀共产党员、2008年北京奥

运会火炬手、运动教练、气排球文化传播者和乐山市排球协会常务

副主席兼秘书长。但无论有多少社会身份，运动尤其是（气）排球运

动，一直是袁建国工作、生活的支点，他专注于此，并仍在坚持。

■记者 唐诗敏

退而不休
将气排球事业进行到底

气排球，是贯穿袁建国一生
的另一条主线。自1976年袁建
国训练的排球队获乐山地区业
余体校排球比赛第一名后，他就
离不开排球、气排球了。

从一个气排球运动员开始，
袁建国慢慢变成了教练、裁判和
赛事组织者。他的学生周从水
在他的感染下，也爱上了气排
球，与他一起在 2017 年筹建乐
山市气排球协会（现更名为乐山
市排球协会），协会会员还在不
断增加。

提起乐山的气排球，袁建国
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
这些年来，他走到哪就把气排
球带到哪。“2014 年，我从井研
县文体旅游局退休后去深圳，
很快就在当地气排球比赛上结
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在
他们邀请之下，我又加入深圳
市宝安区老体协，担任秘书长，
负责气排球等项目，还被评为

‘2015年度深圳市老年体育工作

先进个人’。”袁建国说，“2016
年，当我回到乐山，发现竟然找
不到气排球场地，于是干脆组
织球友集资、购买气排球器材，
在小区外建起气排球场地，说
那是乐山第一个气排球场地也
不为过。”

这几年，袁建国的生活安排
得满满当当，经常带着乐山市排
球协会教练员，到各个区县的社
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
气排球公益培训；积极争取省、
市体育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乐山
气排球的重视和支持，与各大企
业、社区联手，积极筹办各种规
模的气排球比赛，让更多人加入
到气排球运动中。

袁建国是大家熟悉的袁老
师，他的身影在球场上，也在幕
后的各项工作里。记者问他有
没有想过停下来、歇一歇，他却
说：“感恩党的培养教育，我将继
续发挥余热，为发展乐山气排球
运动多做贡献。”

袁建国走进校园袁建国走进校园，，教学生打球教学生打球。。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
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更好发挥
主力军作用，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
的重要诠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
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
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
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
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今
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
有地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
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始终革
故鼎新、自强不息，今天，中国人民拥
有的一切，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蕴涵着中
国人的巨大牺牲；始终团结一心、同舟
共济，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
发展成就，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
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结果；始终心怀梦
想、不懈追求，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靠劳
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
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
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社会
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
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一
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
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在长期实
践中，我们培育形成的崇尚劳动、热爱
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
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神州大地上，人们深
刻体会到，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
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社会主义是干
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人民的
幸福生活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的；
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
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前进道路
上，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
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都要发扬
光大劳动精神。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
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
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从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
共同事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伟
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贯彻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重大方针，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合
法权益，解决好就业、教育、社保、医
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产安全、
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不断提升
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支持和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新时
代更好建功立业。

现在，党和国家事业空间很大，只
要有志气有闯劲，每一个劳动者都可
以在宽广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生价
值。面对这样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
流、有机会干事业、能干成事业的时
代，广大劳动群众一定要倍加珍惜、倍
加努力。梦想属于每一个人，广大劳
动群众要敢想敢干、敢于追梦。任何
一名劳动者，无论从事的劳动技术含
量如何，只要勤于学习、善于实践，在
工作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就一定能
够造就闪光的人生。全社会都要以辛
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倡导通
过诚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
自己的命运，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
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
而获的生活。

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付
出艰辛努力。在新征程上，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爱岗敬
业、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不
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我们就
一定能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以奋斗成
就新光荣。

（原载10月3日《人民日报》）

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勤于创造勇于奋斗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罗曦）近日，四川省
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抽查复查乐山见面
会举行，安排部署第三方服务机构对
乐山市范围内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开
展2021年度四川省医疗保障局抽查
复查相关工作。

按照2021年四川省医疗保障基
金监管抽查复查工作安排，检查工作
组于10月9日—22日，对乐山市范围
内的104家定点医药机构（54家医疗
机构、50家药店）开展抽查复查。

会议要求，乐山市被检单位要积
极配合检查组工作，按照检查组的要
求准确、及时提供各项检查资料，真实

反映被检机构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
况。严禁以各种形式推脱、阻碍抽查
复查工作的开展。市、县两级医保部
门要调配相关执法人员参加抽查复查
工作，强化与检查组及被检医药机构
的协调沟通，确保抽查复查工作顺利
完成。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此次医疗保障基金抽查复查为契机，
充分正视抽查复查发现的问题，把医
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各项要求落到
实处，从源头上防范基金流失，保障
基金安全，切实守护好群众“救命
钱”。

源头防范基金流失
守护好群众“救命钱”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 文/图）昨（11）日，记
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的为期一个月的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已告一段落。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学
校和幼儿园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2031
户次，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80批
次，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86个，进一步加强了
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有力保障了广大师
生饮食安全。

本次专项整治，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
挥市食安办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的作用，协同
相关部门，坚持“疫情防控、食品安全”双统筹，
采取“督促自查+培训考核+专项检查+随机抽
查”等组合模式，全面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
排查整治。督促学校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经营
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及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
市1000余所学校、幼儿园食堂和1000余家校
园周边食品经营者，均按时完成自查。同时，
通过专项抽检、日常检查、“双随机、一公开”随
机检查、“中秋国庆”节前检查等方式，对发现
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对违
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学校食
堂、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四川省中小学校食品安全
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
求，规范食品加工、经营行为。同时，结合食品
安全“你我同查”日常监管，不断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及时发现并消除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坚持不懈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乐山气排球界的“明星”

执法人员检查校园周边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