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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犍为县人民政府批准，犍为县自然资源局定于2022年10月13日09:00至2022年10月28日10:00（节假日除外）在犍为县滨江路347号犍为县土地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下列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犍为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犍自然挂告字[202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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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9月30至2022年10月26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到犍为县滨江路347号二楼犍为县土地交易市场咨询、索取挂牌文件。并于2022年10月13日09:00至2022年10月26日17:00（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

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挂牌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办理报名手续，取得竞买资格。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犍为县自然资源局二楼（土地交易中心）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2年10月13日9：00至2022年10月28日10：00。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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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四川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
八、联系方式：犍为县土地交易中心 电话：0833-4222987

犍为县自然资源局
广告 2022年9月22日

宗地编号

GXG-22-11号

GXG-22-12号

宗地位置

孝姑镇板桥村、土坪村

孝姑镇板桥村

土地面积（㎡）

207826平方米（约311.74亩）

62204平方米（约93.31亩）

土地用途
及出让年限

工业50年

工业50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700

111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00

340

投资强度

≥470万元/公顷

≥470万元/公顷

规划设计条件

容积率

大于0.7，且不大于3.0

大于0.7，且不大于3.0

绿地率（%）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建筑系数（%）

/

/

建筑密度（%）

不小于40%

不小于40%

经本公司2022年9月 21日股东会表决通过，现将乐山无线电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每股分红利1.00元（含税）。
二、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12日。
三、股权除息日：2022年10月13日。
四、股权分红日：2022年 10月14日。
五、分红地点：乐山国联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嘉州大道258号3楼）
六、分红咨询电话：0833-2150381
七、联系人：袁先生

乐山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广告

乐山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红公告

提升能力
做挥舞旗帜的先锋

自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党支部
成立以来，狠抓党员形象塑造，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通过开展“树标杆，争先锋”“争做创
文创卫小先锋”等活动，把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落实到每一个党员的具体
行动中，激发和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和
责任感。

“井下有害气体不能超过多少？
超了如何解决？”“救护时遇到受困

人员腿部骨折该如何处理？”“下井
救护前应注意哪些事项？”……多年
来，该支队党支部坚持开展业务培
训，并坚持每天下午进行体能训练，
提高自身救护能力；一直引导全队指
战员逆向前行，坚持训练与考核并
重，日考、月考、季度训练、年度综合
考核评估，以“有警必出、有灾必救、
有险必抢”的队训诠释忠诚担当。

抢险救灾
做保民平安的战士

面对瓦斯爆炸、地震等各种灾害
事故和危险，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党
支部总是冲锋一线，大家纷纷表示

“我是党员，我先上”。
2021年 9月 16日，泸州市泸县

发生6.0级地震，乐山市矿山救护支
队党支部迅速集结队伍、火速赶往灾
区，搜寻受灾人员，同时排查出多处
道路安全隐患。任务完成后，党员干
部继续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
社区群众安置点冒雨搭建救援帐篷
40顶，安置群众220余人，从凌晨到
深夜，为人民群众搭起一个个温暖的
家。

今年9月5日，甘孜藏族自治州
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该支队党支
部一行10人于当日出发前往泸定县
磨西镇大乌科村。到达地震灾区后，
他们冒着余震危险，对该村进行地毯
式搜救和房屋排危，全方位无死角排
查人员伤亡情况和搜救遇险人员，并
利用冲锋舟救援被困群众，帮助村民
转移物资。连续奋战，队员们的战斗

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只为守护当
地村民的安全。

竭诚为民
做解忧纾难的勇士

2020年，我市发生“8·18”特大
洪水。灾情面前，乐山市矿山救护支
队党支部充分利用抢救生命的黄金
时间，顾不上吃饭休息，同其他救援
力量一起成功转移凤洲岛受灾被困
群众1020人。随后又对全市100余
个小区进行排水清淤作业，对67个
地下淹水场所开展有毒有害气体监
测通风恢复。该支队党支部还走基
层、下企业，帮助企业排查出安全隐
患4000余条，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办
法，排除有毒有害气 23178 余立方
米，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党支部：

有灾必救有险必抢
汶川地震、雅安地震，他们

逆行而上；洪峰来临，他们筑起
人墙；瓦斯爆炸、矿洞渗水，他们
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奋战……他
们说：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就会
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营救生命，
不抛弃、不放弃——他们，就是
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党支部。

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党支
部成立于2012年，是一支富有团
结精神、善于发挥整体优势的基
层党组织，始终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曾多次参加矿
山特大瓦斯爆炸、山体垮塌、地
震、洪水等事故和自然灾害救
援，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作出突出贡献，先
后荣获原国家安监总局抗震救
灾先进集体，2021 年全省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荣誉。

■ 记者 张波

强国复兴有我

本报讯（记者 张清）日前，记者
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以来，
我市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服务，环评审
批数量和速度得到大幅提升，截至目
前，全市已完成90个项目的环评审
批，涉及新增总投资约815.37亿元，
较去年同期审批项目增加投资211.4
亿元。其中，完成6个“中国绿色硅
谷”重点项目环评审批，涉及投资
172.83亿元。

出台系列措施保障重大项目建
设。制定《关于做好稳增长服务保障
工作的措施》，从“优化审批，促项目
落地；优化服务，稳企业发展；优化治
理，强资金投入”等方面，服务中心、
助企纾困。制定《乐山市生态环境系
统“拼经济搞建设”五条措施》，提出
优化流程为审批“减压”、“打捆”审批
为企业“减负”、全程服务为发展“提

档”等环评服务保障措施，全力以赴
助推拼经济搞建设。同时，继续落实
支持乐山建成“中国绿色硅谷”十五
条措施，助推晶硅光伏产业快速发
展。

强化服务意识。以生态环境贴
近中心工作、贴近企业需求、贴近群
众生活“三贴近”为导向，组建重大项
目专班推进、专人负责、专家服务“三
专团队”，坚持“专人联络+专家指
导+部门协调”，通过环评预审、集中
会商协调解决重要问题，环评审批时
限较法定时限缩短60%以上。乐山
新能源（锂电）产业园区总体规划环
评与园区内重点项目海创尚纬年产
10万吨动力储能电池负极材料一体
化项目环评，实行同时推进、同步审
查、同步批复，在园区规划环评批复
后仅3天即批复项目环评，展示了乐

山的“环评速度”。
加强调度管理。将306个 2022

年乐山市重点项目全部纳入调度管
理，目前 247 个项目已取得环评手
续，完成率80.72%。其中，150个续
建工程已全部取得环评手续；117个
新开工项目中，81个项目已取得环
评手续；39个加快前期项目中，16个
项目已取得环评手续。

实行科学预审。建立审批部
门、评价单位、建设单位、环评专
家横向联络机制，强化招商引资在
谈项目准入研判，运用“三线一
单”科学预判，提前介入、超前服
务，研判环境可行性，把好项目环
境准入关。今年以来，完成乐山东
风岩航电枢纽项目等15个重大建设
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预审，为项目顺
利实施创造条件。

今年以来，全市共完成90个项目的环评审批，涉及新增总投
资约815.37亿元，较去年同期审批项目增加投资211.4亿元

我市环评审批数量和速度大幅提升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CPI是啥意

思？”“城乡居民收入是如何统计出来
的？”……日前，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举
行以“数说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第
十三届“中国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现场
解答市民关注的统计问题。

活动现场，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专门
设置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
料，并介绍城乡居民收入、粮食产量、畜禽、
CPI等涉及民生统计调查的知识以及统计
相关法律法规。据统计，当日现场接受咨询
百余人次，共计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

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他们始终践行“为民调查 崇法
唯实”的新时代国家调查队精神，一如既往
地发挥好调查“轻骑兵”优势和统计调查的
监督作用，聚焦党政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委政
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

国家统计局乐山调查队：

开展“中国统计
开放日”宣传活动

洪水抢险洪水抢险，，冲在一线冲在一线。。 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乐山市矿山救护支队 供图供图

抢抓晚秋生产
守好群众“粮袋子”

（上接第1版）
“今年夏玉米产量因高温天气受

损，我们鼓励群众种植秋洋芋。9月种
下，11月底就有望收获，每亩地最高可
产鲜薯1000公斤，收获后还可接着续
种一季速生叶菜。这样一来，除去所有
成本，每亩地可比往年多增收几百元。”
峨眉山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主任曾
淑惠说。

据悉，为抢抓晚秋生产，我市争
取到省农业农村厅保障秋粮生产资
金 1580 万元、抗旱救灾资金 699 万

元，支持发展再生稻、秋洋芋等晚秋
粮食。选派4200余名专技人员下沉
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科学用肥、良种
推荐等生产技术培训60余期，促进农
业生产降本增效，助力晚秋作物提质
增产。

目前，全市晚秋粮食再生稻蓄留
面积25万亩，秋洋芋备种1318吨，同
时，采购储备适用性农资3.5万吨，及
时调运至405家经营服务网点，实时
监控价格波动，直配直销送货上门，保
障农资供给质量。

（上接第1版）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助力乐山经济金融良性发展

人行乐山中支依托“天府信用通”
和“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优
化融资对接服务。特别是在产业园区
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开展文旅企业“金
融守信红名单”企业评选活动，助力峨
眉山市成功申报四川省唯一文化和旅
游市场信用经济试点地区。全市在“天
府信用通”平台共注册市场主体7443
户，实现融资2270笔、金额308.50亿
元；在“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实
现融资209笔、金额308.74亿元。相
关工作被《金融时报》多次报道。

以农村信用评定和信用救助为抓
手，提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辖区
实际和地域特点——井研柑橘，夹江陶
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因地制宜
为产业发展提供信用支撑。五年间，全
辖共评定“信用户”631411户，信用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8934个，“信用村”664
个，信用乡（镇）78个。精准识别有贷
款历史记录的失信农户数983户，授信
金额3169.83万元。相关工作被《学习
强国》和《金融时报》多次报道。

助力乐山市商业银行成功发放
全省首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60
万元、年利率3.85%，推动碳排放权配
额价值化，拓宽企业质押融资渠道。

多措并举广宣传
诚信之花遍嘉州

人行乐山中支创新特色宣传，征
信宣传率先走进军营，有效处理了一
起现役军人征信投诉案例，保障了军
人的合法权益，并洞察到军营这一征
信知识宣传盲区，为征信宣传进军营
在全省开创了示范性先例，相关做法

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有关领导的肯定
性批示。

巩固和完善校园诚信文化教育
长效机制，让“诚信之花”绽放在小凉
山深处。“信之风”党员志愿者定期来
到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中心小
学，持续打造校园征信教育基地，
并制作《彝语宣传画册》，得到人民
银行总行宣传部领导的肯定，被列
为分行文明单位创建特色经验做法
之一。

诚信进景区，德育沁人心。在峨
眉山景区和旅博会上开展常态化宣
传，向中外游客介绍征信知识，强化
征信维权意识，这一固定做法得到人
民银行总行和人行成都分行的高度
认可。

强化党建引领业务
做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人行乐山中支持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在“金融为
民”走深走实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疫情期间展现征信担当。入党
积极分子阿留——彝区深处的“征信
天使”，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坚守
征信一线岗位，努力为群众打造安全
的征信查询环境。

“政、银、企”联动，党建业务融合
促发展。在沐川县魔芋科技示范园
区开展联合党日活动，“现场办公”共
同解决魔芋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金融
难题，助力推动稳经济保民生。

党建凝聚力量，诚信之风润泽社
区。改变传统宣传模式，将诚信知识
与弘扬红色文化相结合、与启蒙教育
相结合，将社区征信宣传活动常态
化、机制化，探索形成“社区+志愿者”
的乐山宣传模式，助力打造诚信社
区、和谐社区。

乐山征信五年成就辉煌
跃升全省第一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