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19日至20日，为期2
天的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在达州中学
（原达县中学）考点落下帷幕。据悉，今年
我市报考人数达559名，再创历史新高。

记者在该考点看到，19个考场设
置了先进的屏蔽和监测设备，将有力阻
遏利用无线电等工具作弊行为；同时，
公安机关加大了考点周边的治安警戒

交通疏导力度，确保考场周边秩序正
常。据悉，今年我市报考人数比去年增
加93人，同比增长19.9%。

（本报记者 闫军 摄影报道）

今年我市参考国家司法考试人数再创新高

考试现场

记者热线 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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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家对口腔卫生更加
重视，去专业医院洗牙的人也越来越多。琳琅满
目的牙齿美白用品令人应接不暇，各式各样牙齿
美白的方法不胜枚举，稍不留神，就会步入误
区。但洗牙到底好不好、是否真能让牙齿变白、
洗牙会不会把牙齿洗松……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采访了市疾控中心相关人员。

据介绍，洗牙确实对口腔健康很重要，不过
也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人不仅追求牙齿美
白，甚至追求亮白，要求像明星一样。事实上健
康的牙齿并非真的雪白。所以，他建议不要把牙
齿漂得太白，否则，会非常不自然。不少人误以
为洗牙就是美白，其实根本是两回事。洗牙是去
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色素、牙结石等牙齿外源
性的附着物，还原牙齿原本的颜色；而美白牙齿
是将牙齿通过化学反应变得比原本要白。此外，
洗牙要接触唾液和血液，一定要有很完善的消毒
措施，才能避免交叉感染，所以洗牙要到专业正
规医院去做。

（本报记者 邱霞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达城西城名苑部
分业主打进本报记者热线反映，有人
在小区绿化带上种菜，到底怎么回
事？

随后，记者来到西城名苑看到不
仅绿化带上种上了蔬菜，一片休息区
域也被栅栏围了起来，还修了两扇栅
栏门锁起来，小区其他居民对此颇有
意见。

小区住户朱女士告诉记者，这是

大家的公共休息区，住户不应该在这
里种菜。

那么是谁把这里围起来种菜的
呢？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记者通过
物管了解到，这片菜地是7栋楼的一
家住户任女士围起来的，于是记者电
话采访了任女士。任女士说：“这里不
属于小区公共地方。之前修建的时候
把我家里的墙浸湿了……我是跟开发
商协商好了，才种的。”

西城名苑物管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前年任女士在这里弄厕所，当时
城建部门来拆了，现在她又来种菜。
我们也知道小区绿化用地不应该种
菜，但我们没得执法权，也只能劝导。”

对于这样的行为，物管表示很无
奈，记者随后又和任女士联系沟通，任
女士答应积极配合开发商和物管的处
理办法，将此事解决。

（本报记者 孟静）

《健康之窗》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达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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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如何保护牙齿
你知道吗？

本报讯 9月17日，记者从市
交警支队获悉，按照公安部交管局
及省公安厅交管局的统一部署，从
9月18日至9月27日，我市公安交
警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非
治违”集中整治道路违法第五波专
项行动，重点整治“酒驾”、“毒驾”
和高速公路行车秩序。期间，将集
中警力，严厉查处以“酒驾”、“毒
驾”、指定管辖高速公路行车秩序
为重点的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并在媒体曝光。

据了解，为确保此次专项行动
取得实效，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将采

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大力整治
“酒驾”、“毒驾”及高速公路行车秩
序。针对“酒驾”、“毒驾”发生的重
点时间、地点和车辆人员，科学安
排勤务，突出整治重点。在城市，以
宾馆、饭店、歌厅、酒吧、餐饮大排
档等周边道路为重点，严查“酒
驾”、“毒驾”；在农村，依托公路交
叉路口、村庄和农村集市道路出入
口等重点部位设置执勤卡点，严查
农村面包车、摩托车等重点车辆

“酒驾”。同时，采取错时执勤、昼夜
巡查、定点蹲守、分散设卡、交叉执
法等方式，确保午后、夜间、凌晨时

段不失管、不失控；组建查处“酒
驾”、“毒驾”执法小分队、缉查小组
等专业力量，实施精确打击，并采
取异地用警等方式开展查处“酒
驾”、“毒驾”统一行动；充分依托科
技手段，加强对重点地区、重要道
路、可疑车辆的毒品缉查工作。另
外，积极会同禁毒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执勤中发现驾驶人存在精神萎
靡不振、反应迟钝等吸毒特征表现
或者有其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
及发生交通事故的，将会同禁毒部
门进行“毒驾”抽查检测等工作，依
法高效查处“毒驾”。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公安信息
系统，对本地驾驶人进行一次集中
排查，对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
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或者长
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
戒除的驾驶人，一律依法注销其驾
驶资格；对大中型客货车和出租车
驾驶人有吸毒行为记录的，立即通
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运输企业，
建议调整工作岗位。充分利用公路
交通安全防控体系，针对性调整勤
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面加强
高速公路管理特别是夜间管理；加
强高速公路通行秩序管理，按照法

律规定实现各行其道、分道通行；
强化高速公路通行速度管理，保持
车辆的安全车距；强化源头装载管
理，确保货车行驶中不能遗撒；加
强客车重点违法查处，严把高速公
路出入口和省际口，严查客车超
速、超员、凌晨2点到5点违规运行
违法行为；加强源头动态监督，会
同交通运输等部门夜间突出检查

“两客一危”企业，重点检查动态监
控系统是否在用、监控值守制度是
否落实，对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的
严格依法予以处罚。

（曾猛 本报记者 刘欢）

“打非治违”第五波

集中整治“酒驾”“毒驾”及高速公路行车秩序

小区绿化带种菜
物管表示很无奈

人民公园一枯树被移除

为进一步丰富中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9月19日，由市文体广新局主办，市
羽毛球协会承办的达州市“中国体彩杯”第二届老年羽毛
球比赛在旷野羽毛球馆举行。

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和淘汰赛两种赛制决出名次，设A
组(50-54岁)、B组（55-59岁）、C组（60-70岁）三个组别的
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来自全市各地的88名参赛队
员组成的达川农信飞扬队、通川区队、万源市队等7支队伍
参加角逐。 （本报记者 魏华 摄）

我市举行第二届老年羽毛球比赛

市民正在洁牙

本报讯 9月18日，宣汉宏帆巴人广场招商成
果发布会暨品牌签约仪式隆重举行。宣汉县有关领
导、苏宁电器、嘉裕国际影城、新世纪百货等一线
大牌商家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达州日报社及多家
媒体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

当天下午2点半，在激动人心的现场LED倒计
时声中，宏帆巴人广场招商成果发布会正式拉开帷
幕。15点30分，在现场客户的翘首企盼中，宏帆巴
人广场总经理颜玉川与众多一线品牌商家正式签订
协议。据了解，此次招商成果发布会吸引众多商业
巨头汇聚，涵盖购物、餐饮、娱乐休闲多重业态。
世界500强企业——苏宁电器、豪华国际院线——
嘉裕国际影城、著名大型国有企业——新世纪百
货、美国上市快餐连锁——乡村基、美国跨国连锁
餐厅——肯德基、国际美容保健品牌——屈臣氏、
中国量贩KTV先驱——鸣乐迪、儿童娱乐体验中心
等众多品牌商家云集，一站式购物中心成型在即。

另悉，9月20日，宏帆巴人广场UG层商业迎来
首批次开盘，本次开盘主要销售新世纪超市周边的
黄金铺位，加上新世纪超市已经签约，未来价值更
被高看。开盘现场人山人海，客户抢购旺铺情绪热
烈。后期产品应急加推，15-500㎡室内步行街旺铺
重磅来袭。

（本报记者 戚劲松 漆慧霞 胡健）

宣汉宏帆巴人广场扬帆起航
UG层商业首批次盛大开盘火爆热销

2015年9月19日空气质量优，空
气质量指数50，健康影响指数舒适。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0月13日10:

00在通川区荷叶街57号中华大厦4楼达洲拍卖
厅公开拍卖（采用四川省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信息系统进行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的方式）下列
标的：

一、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观音桥厂房内的生
产用房、构筑物及机械设备(详见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评估明细表），起拍价387.515万元。二、川
SP2729比亚迪乘用车一辆，起拍价4.16万元。
三、万源市太平镇万白路85号商业用房，起拍价
55.86万元。说明：1、以上标的以现状公开拍卖。
即日起展示于标的物所在地，本公司申明对标的
的品质等瑕疵不作任何担保。2、有意竞买者持有

效身份证件（法人凭营业执照和法人委托书）并交
纳10％保证金（不计息）到达州市通川区华夏城
市花园3楼办理竞买报名手续。3、请上述相关标
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
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如有意购买，请按法律及本
公司规定事项、条件、时间办理竞买登记、交纳保
证金、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4、竞
买保证金转入单位：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竞买
保证金转入账号：88170120004621172，开户行
名称：达州农商银行通川支行营业部。注：三号标
的保证金转入账号请咨询，报名地址：达州市通川
区华夏城市花园3楼，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
12日17:00截止。详情咨询：18982838306赵女
士，15281844040王女士。
四川达州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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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政府设有底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5年9月21日至2015
年10月19日17：00（节假日除外）到达州市土地矿权
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
月19日17：00(节假日除外)到达州市土地矿权交易
中心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
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17：
00)。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5年10月20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本次
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联
合申请。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达州市
通川区西外金兰路永祥街68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挂牌时间定于2015年10月12日至2015年
10月21日17：00。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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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开户行：工商银行达州市分行营业室
账号：2317574129300116884
出让人：达州市国土资源局
竞买受理单位：达州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联系人：关武洲
联系电话：0818-5851977 2015年9月21日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511602J-2014-C-17号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达州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达市国土告字[2015]10号

（紧接第一版）结合该村人少地多、海拔高等
实际情况，2014年6月，我创办了万源市堰
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建立了虾叭口村高
山蔬菜种植基地，陆续有34户群众自愿入
社成为股东。仅半年时间，销售蔬菜14万多
斤，产值10多万元，户均增收近3000元。

村民的支持让我不知疲倦，忙里偷闲
时我总会翻一翻民情台账。我深知“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除了宣传各种惠
民政策，努力解决饮水、用电、道路等民生

问题外，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先后举办马
铃薯及蔬菜种植、中蜂养殖等技术培训10
余次，参训群众800余人次。

过去的虾叭口村，党员年龄普遍偏大，
村级组织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是出了
名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乡领导谈到虾
叭口支部建设总是忧心忡忡。鉴于此，支部
制定了“建强支部、引领示范、辐射周边”的
发展路径。两年来，共发展入党积极分子15
名、预备党员6名、正式党员4名；培育李声

德等致富能手3名；建立了200亩高山蔬菜
基地，并实现了产销“一条龙”服务，免除了
村民种植蔬菜的后顾之忧；并吸引了周边
布袋溪、向家坝两个村65户群众种植蔬
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虾叭口村要彻底实现精准脱贫，还有很多
的事要做。我将带领村民不断拓展高山蔬
菜种植基地，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让虾
叭口的大片黄土地长出闪亮闪亮的“黄
金”。
（万源市堰塘乡虾叭口村支部书记 张永春）

誓让“黄土”变成“金”

近日，记者在达城人民公园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地对一棵枯树进行移除。市园林绿化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段时间以来，这棵树已枯萎，树枝时常往下掉，存在
安全隐患，过往的市民反映强烈。对此，市园林绿化处安
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移除。

（赵小川 本报记者 邱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