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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低碳校园
厚植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校园 共建共享
——我市扎实推进“四川省绿色学校”创建工作

■ 记者 张力

前不久，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
的2021年“四川省绿色学校”名单中，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乐山
外国语学校、乐山市嘉州学校、乐山市龙泓路小学等169所学校
上榜。

在我市获评“四川省绿色学校”的多所学校中，记者发现，
这些学校有个共同点：均高度重视环境教育，把创建“绿色学
校”工作当成学校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来抓，制定创建工作方案、
规章制度与工作计划，并将创建工作与学校品质定位、课堂教
学、德育活动、未来规划等相结合，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推动绿色校园共建共享。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沐川县人民政府、井研县人民政府批准，受沐川县自然资源局、井研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将在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607号三楼（嘉兴路与龙游路交汇处）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出让下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乐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2〕25号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拍卖、挂牌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须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实行网上报名。其中，2022-拍-19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8月16日17:00前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2022-挂-52号、

2022-挂-53号、2022-挂-54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8月29日17:00前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已完成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在报名截止期限内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挂牌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乐
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挂牌文件，拍卖、挂牌文件可在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szrzyj.leshan.gov.cn/sgtzyj/lstdkq/kq_index.s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
com）、四川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乐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zrzyj.leshan.gov.cn/）。

六、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
联 系 人：0833-4609313秦先生（沐川县）、0833-3715060柯女士（井研县）、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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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2-拍
-19号

2022-挂
-52号

2022-挂
-53号

2022-挂
-54号

宗地位置

沐川县沐溪镇风情街
[MCX—2022—006号]

沐川县沐溪镇
凤凰村三组

[MCX—2022—005号]

井研县千佛镇
石家桥村四组

[JG2022—11号]

井研县研城街道
幸福来村二组、四组
[JG2022—12号]

宗地面积
(㎡)

6306.15
（合9.46亩）

3092.8
（合4.64亩）

35093.1
（合52.64亩）

8163.0
（合12.24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40年

工业用地50年

商务金融用地40年

零售商业用地40年

产业
类型

—

纸制品
制造

—

—

投资
强度

—

≥2250
万元/公顷

—

—

起叫
（始）价
(万元)

1206

130

4500

135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62

39

2250

405

增价
幅度

10万元
及以上

2万元
及以上

20万元
及以上

10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商业兼容二类居住用
地。其中商业建筑独立设
置，商业建筑规模应不低于
总建筑面积的51%

二类工业用地（M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大于1.0且
不大于2.2

不小于1.0

大于0.5且
不大于1.5

大于0.8且
不大于1.6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45%

不小于
40%

不大于
40%

不大于
50%

绿地率

不小于
25%

不大于
20%

不小于
20%

不小于
10%

建筑控制
高度

不超过
24米

—

不大于
40米

不大于
18米

出让
方式

拍卖

挂牌

报名起止
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8月

16日17:00止
（节假日除外）

2022年8月
17日09:00
起至2022年
8月29日
17:00止

（节假日除外）

交易时间

2022年
8月17
日10:00

2022年
8月17日
09:00起
至2022年
8月31日
10:00止
（节假日
除外）

一走进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新
校园，校园环境安静优美、嘉木葱
郁，四季有花开，绿地率达42%，自
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和谐辉映，是莘
莘学子理想的求学之所。

据悉，该院在新校园建设之
初，便厚植绿色发展理念，空间布
局、公共绿地和绿植搭配规划合
理，设备设施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
师生身心健康的需要。校园建筑
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和建
造，建筑物满足节能减排、绿色
环保要求。同时，引入水源热泵
系统，食堂采用节能灶具，校园使
用节能灯具、节水器具，并安装太
阳能、风能路灯、建设光伏电站等，
从硬件上促进低碳节能型校园建
设。

“一直以来，我院始终把爱护
环境、创建绿色校园列入工作计划
的内容，将营造良好校园育人环

境、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创建绿色
智慧校园作为目标。”据该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学院教学课程中设立
生态文明教育课程、通识课程，
2021 年便开设相关课程共计 30
门；鼓励教师深入研究生态文明建
设内容，建设生态文明教育校本课
程资源，编制有《晶体硅太阳电池
生产技术》等校本教材；积极推进
绿色创新研究，先后开展64项绿色
创新科研课题研究，学生中共有11
项绿色创新产品获得省市科技创
新奖。

“在创建‘绿色学校’活动中，
我院投入资金用于校园文化、绿
化、净化、美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
育人环境，提升了广大师生的环保
意识。通过节能、节水、节电、资源
回收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
了学校经费开支。”该院相关负责
人说。

在创建“绿色学校”过程中，乐
山市嘉州学校利用学科教学导入
环境教育，使课堂教学成为对学生
进行环境教育的主渠道。譬如，地
理课引导学生关注国际国内有关
环境的大事，生命生态安全课讲绿
色生态，道德与法制课讲节约资
源，语文课教孩子写保护环境的作
文，劳动课教孩子们用废旧物品进

行手工制作……环保教育成为该
校素质教育中课堂教学的重要内
容。

同时，该校成立兴趣小组，引
导学生自我管理，各班不仅组建有
保洁小组，还有回收废纸、回收塑
料瓶、回收废电池等兴趣小组。各
兴趣小组活动于校园的每个角落，
护航学校环境保护。该校还经常

开展“绿色学校”工作宣传及实践
活动，如“爱护环境”国旗下讲话、
主题班会，以及让学生融入到社区
环保活动中，通过活动课程强化学
生环保意识。

在乐山市龙泓路小学，植树栽
花、节水节粮节电和垃圾分类回收
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行动；每天中
午剩菜剩饭上秤称重，并与“绿色
班级”评比考核挂钩。该校还在每
班设置再生资源回收桶，学生将废
弃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每月各班将
可回收垃圾收集起来由学校卖给
废品站，所得收入用于学校德育活
动奖优奖励，以此来培养学生节约
资源的环保意识……

在乐山外国语学校，该校3月
开展植树活动、4月举行“文明礼
仪伴我行”主题活动、5月开展“节
约资源，从我做起”读书征文等系
列活动，以及利用各种节日开展环
保宣传和知识竞赛。丰富的育人
活动使全体师生认识到创建“绿色
学校”就是将环境意识和行动贯穿
于学校的管理、教育、教学的整体
性活动中，让大家从身边小事做
起，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动。

乐山市教育局相关人员表示，
通过创建“绿色学校”，让师生掌握
基本环境科学知识，具备基本的保
护环境素质，树立人类要与自然和
谐共存的理念，并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做起，积极宣传保护环境的重
要意义。

强化学生环保意识
创新拓宽教育渠道

主题班会宣传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知识 乐山市嘉州学校 供图

本报讯（记者 张波）7月中旬，
成都出现新一轮疫情，在成都实习的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医护系学子们积
极响应当地疫情防控政策，主动配合
实习所在医院工作安排，并积极参与

各项志愿服务。
其中，该院普专对口护理专业大

三学生李宣红、李虹宛、刘燕在四川
省人民医院实习。7月中旬，他们的
居住地出现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小区

实行封闭式管理。之后，当看着社区
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每日工作非常
忙碌，3人在核酸检测为阴性后，积
极响应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街道号召，
主动报名担任小区疫情防控志愿

者。他们每天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
提下，利用所学医学知识，为辖区居
民提供后勤生活保障服务（送菜、送
外卖上楼）、进行防疫政策宣传等。7
天时间里，他们与社区工作人员、医

护人员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体现了青
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们作
为医学生，更要主动站出来，服务群
众。”刘燕说，其实他们真正进入省人
民医院临床实习才一个月，但当穿上
一袭白衣的那一刻，便真切体会到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使命
感。

目前，3位实习生所在小区已全
面解封，他们已经重新返回医院继续
实习。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助力疫情防控 医护系学子显担当

本报讯（记者 张力 文/图）“王攀，恭喜
你，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7月29日10时
许，沙湾区邮政局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送到沙湾区沫若中学文科学生王攀手中，
并送上一束鲜花、一套虎年邮票以表祝福。接
到录取通知书，王攀一家人的脸上满是喜悦。

7月23日，王攀通过网上查询得知，自己
被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在
查询录取结果之前，心情是紧张的。查询得知
被录取后，紧张情绪得到了释放。直至今天收
到录取通知书，才满心喜悦。”王攀说。

在今年的高考中，王攀考出638分的优异
成绩。“高考整体发挥还算正常。”王攀笑着说。

谈及学习经验，王攀首先给出的建议就
是增强阅读积累。“语文是学科之母，除了掌
握做题技巧外，平常阅读的积累和沉淀非常重
要，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有语感。我认为语文
不只是一门学科，它是一种素养。”王攀表示，
语文素养提升了，答题、解题会有不少进
步。同时，建议在各学科的学习中做好错题
笔记。

“最后，我认为心态非常重要。高三有一
种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无暇顾及，此时
就要学会摆正心态，尤其高三要自信，不断给
予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王攀说，如果过于追
求考试结果，会造成过多的心理负担。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王攀满是憧
憬：“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先把英语4、6级过
了，多去图书馆看书，坚持运动锻炼，好好感受
4年的青春脉搏，不断磨炼本领，争做强国先
锋。”

收到录取通知书
她分享学习心得

王攀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