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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空气质量良，空
气质量指数57，首要污染物二氧化氮，
健康影响指数正常。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补充公告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于

2015年10月28日发布了达市公共通川
(土)挂[2015]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公告。现将有关内容调整如下：

一、将公告第四条中“申请人可于
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16
日17时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调整
为“申请人可于2015年10月28日至
2015年11月24日17时向我中心提交
书面申请”；

将“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为2015年11月16日17时”调整为“交
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5年
11月24日17时”；

将“我中心将在2015年11月17日
17时前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调整为

“我中心将在2015年11月24日17时前
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将公告第五条中“挂牌报价时间
为：2015年11月9日上午9时至2015
年11月19日上午10时的工作时间”调
整为“挂牌报价时间为：2015年11月17
日上午9时至2015年11月27日上午
10时的工作时间”。

联系电话：0818-3333299
0818-2379014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15年11月14日

四川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在《达州日报》发布的

“华府名都小区物业管理招标公告”中第
九条报名截止时间因笔误写成2015年
11月28日至2015年11月17日16：00，
在此郑重申明更改为2015年10月28
日至2015年11月17日16：00。

特此更正
四川顺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4日

来
函
更
正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四川省达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川工商达字）登记内备字
[2015]第000081号”，拟注销“达州市鑫邦银通贸
易咨询有限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权债务，逾期将
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西外通锦国际新城一期14#
14-营-2-11

联系人：郑相春 电话：15281703333
达州市鑫邦银通贸易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11月14日

为了保障我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就业质量。我
校决定：即日起，取消达州地区所有以四川仪表工
业学校名义开办的教学点、直属部和分校。

特此声明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2015年11月14日

声 明

本报讯 11月11日至
13日，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徐世群率调研组深入我市，
对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调研。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关工委主任张健主持
汇报会。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大竹
县庙坝镇关工委和渠县卷硐
乡关工委作调研，了解我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经验做
法。在听取我市关工委工作
汇报后，调研组对我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工作有创新、有特色，氛
围浓厚、成绩显著。

调研组指出，关工委作
为党领导下的群团工作组
织，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后继
有人、薪火相传，责任重大、
意义非凡，关工委工作既是
责任，又靠自愿，更是担当。
近年来，达州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不
断创新思路、完善机制，动员
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到关心
下一代的工作中来，探索出
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下
一步，要继续关心、关注、支
持关工委的各项工作，在现
有基础上认真总结工作经验
和做法。

调研组指出，要着力加
强对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工作

的管理，整合各个方面的资
源力量，不断强化“五失”青
少年帮扶工作，不断加强关
工委组织建设。要着力强化
网络建设，完善保障机制，立
足未成年人实际需要，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
青少年健康成长，推动关心
下一代工作再上新台阶。

张健指出，达州将进一
步加强对关工委工作的组织
领导，扎实推进全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各
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关
工委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切实把关心下一代工
作抓紧抓好，努力开创全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

在达期间，调研组一行
还参观了全国新农村文化艺
术演展基地和巴山书画院。
省关工委副主任雷新乾、刘
华军参加调研。市关工委执
行主任谢天刚、市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杨清镛陪同调研。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
已建立关工委组织4320个，
参与关工委工作的老同志达
42342人。今年，被中国关工
委表彰基层先进集体1个、先
进个人2名。

（本报记者 罗丹）

本报讯 11月9日至12
日，市政协副主席张顺帆一
行深入万源市贫困村调研精
准扶贫工作。

张顺帆一行先后深入万
源市太平镇牛卯坪村、堰塘
乡虾叭口村、蜂桶乡新房子
村，通过召开院坝会、小型座
谈会以及实地察看等方式，
向当地干群宣传扶贫攻坚政
策、了解扶贫攻坚推进情况
和存在困难。牛卯坪村村道
公路硬化工程正如火如荼推
进，引进业主建设的生态农
业园稳步推开。地处高寒山
区的虾叭口村，村民在村支
两委带领下成立蔬菜专业合
作社，把山里的农产品运出
大山卖钱。张顺帆一行十分
高兴，并提出了建议。在新
房子村，当了解到村民生产

的特色农产品销售不畅时，
张顺帆鼓励村民抓好农产品
质量，并积极为他们谋划销
售路子。

调研中，张顺帆强调，精
准扶贫是国家支持和服务农
村发展、实现全社会共同富
裕、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
措，各级干部群众一要充分
抓住政策机遇，克服等靠要
思想，主动谋划，自觉参与；
二要下大力气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解决出行难、饮水难、
就医难；三要因地制宜抓好
产业发展，增强村民致富后
劲，确保村民奔小康有保障、
可持续；四要重视山区教育，
加大投入，培育有文化、有技
术的新型农民，增强致富“造
血”功能。

（王梦）

渠县消防中队成立于1985年2月，
属武警序列，现有各种车辆9台（消防车
6台，消防监督行政车3台）。近年来，该
中队全体官兵以防火灭火和抢险救援为
己任，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
圣职责，被评选为先进中队、荣记集体三
等功。

11月9日下午，本报渠县渠江镇三
小25名小记者，在本报记者及学校老师
带领下，前往渠县消防中队参观采访。
在渠县消防中队，小记者们了解了各种

消防器材设备及用途，参观了消防车，亲
身体验了消防车登高平台和使用灭火器
灭火。同时，消防官兵还通过实际演练
向小记者传授了各种消防知识。

当天，小记者们还在消防官兵带领
下，参观了军人宿舍、健身房、图书室、多
媒体室等，并对消防官兵进行采访，亲身
感受消防官兵们严谨的军人作风和为人
民服务的高尚情怀。

学会使用灭火器
采访中，渠县消防中队中队长助理

宋有全叔叔告诉我们，火灾初发的时候，
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灭火器灭火。说
着，宋叔叔现场进行了灭火演练示范。

通过观看灭火演练示范，我们学会
了使用灭火器。使用灭火器分为四个步
骤：首先拔出灭火喷管；其次拔出安全
栓；然后一手持压柄，一手持喷管；最后
下压压柄，侧向或顺风方向左右均匀喷
射。宋叔叔告诉我们，如果是干粉灭火
器，不可选择逆风方向灭火，防止干粉受
逆风影响渗入眼睛及呼吸道。
�本报渠县渠江镇三小小记者/郑越、

梅浩、王心怡
向消防官兵致敬

据了解，近年，渠县消防中队官兵先
后成功处置大小火灾3700余次，成功处
置氯气泄漏及井喷事件，历经数次特大
洪灾考验，挽回国家财产损失数亿元。

采访中，消防官兵叔叔对我们说：
“我们消防员的生活什么都是一半：睡觉
睡到一半、洗澡洗到一半、吃饭吃到一半
……只要警报一响，我们就会义无反顾、
立刻动身……”为了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消防员叔叔宁可牺牲自己的生活甚至生
命，让我们肃然起敬。

�本报渠县渠江镇三小小记者/
严彬、雷蕴瑶、李昕恬

逃生自救有窍门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体验登高平台消

防车，站在云梯护栏内，听消防员叔叔讲
解逃生自救知识。

消防员叔叔告诉我们，一旦被困于
楼上或者房间内，不应当采取跳楼方式

逃生，可把窗帘、床单撕成结实的布条打
结连接起来，固定好一头抓住往低处或
地面逃生。被困于起火建筑内，应当迅
速藏匿于火灾不易蔓延到的房间或者厕
所内。若在厕所内，应当立即破坏厕所
水管，利用水管喷射出的水源进行自我
保护，为消防队救援争取更多的时间。
�本报渠县渠江镇三小小记者/方延、

叶茜、黄诗琪

通川区八小——10月21日，通川
区八小开展了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有条不
紊，圆满完成了此次疏散演练任务，达
到了活动预期目标。同时学校还利用
校园网络、班队课等对学生进行抗震救
灾教育，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陈晖 任华平）
宣汉东乡镇二完小——从10月中

旬以来，该校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宣传
标语、黑板报、主题班会等形式，上一堂
防火知识课，出一期防火知识黑板报，
发一封致家长和学生的公开信，开一次
防火主题班会，举行一次消防疏散应急
演练，提高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护自救技能。11月9日下午，该

校又成功举行了2015年冬季消防安全
疏散演练。 （匡方智）

宣汉县清溪小学——11月9日，宣
汉县清溪小学组织住校生开展消防安
全应急演练。随着消防警报响起，正
在寝室“睡觉”的住校生立即翻身起
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头躬身，
按照疏散线路快速撤离到空旷的安全
地带，医疗救护组人员马上赶赴“火
灾现场”搜救“被困人员”，演练效果十

分良好。 （冉启平）
通川区魏兴镇中心校——近日，通

川区魏兴镇中心校邀请“中扶人道救援
队”，对该校初中部学生举行防震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从信号发出到最后一
个学生到达集合地，历时不到3分钟，基
本按照预定时间完成了安全疏散。

（张豪）
宣汉县南坪乡中心校——在第24

个全国消防日到来之际，该校通过红领

巾广播站、宣传横幅、黑板报等形式，营
造安全教育氛围。组织学生开展“家庭
安全隐患我排查”活动，并把安全知识
传递给家人。组织火灾逃生紧急疏散
演练，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意
识。 （王桂梅）

宣汉县示范幼儿园——11月9日，
下午，达州市消防中心陈章教官对宣汉
县示范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了消
防知识培训。陈教官从触目惊心的火
灾事故影像资料入手，让大家实实在
在感受到火灾的无情和可怕。同时介
绍了目前引起火灾的几大隐患、预防
火灾的办法，讲解了急救逃生知识及
常备灭火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的使
用。 （康卫蜀）

省关工委领导到我市调研
张健主持汇报会并讲话

扶贫工作要克服等靠要思想

10月21日上午，达川区金华学校六（1）
班迎来五位客人，他们给全班每位同学送了一
本《新华字典》、两袋雪饼和一支棒棒糖，还给
这个班赠送了篮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乒乓
球等体育用品，向全班师生表达了感谢之情。

这五名客人来自达川中学，由副校长何成
林带队。

他们为啥特意向这个班赠送礼物并致谢
呢？事情还得从今年高考说起。

为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鼓劲加油

今年6月6日下午，达川中学为到达州中
学考点参加高考的本校学生租用了金华学校
的教室用作临时休息室。当达川中学高三

(23)班学生于当天下午两点走进金华学校五
（1）班教室时，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整洁
明亮的教室里，有一块精心制作的板报，彩色
气球、礼花、彩虹门等图案背景下，写着“祝哥
哥高考顺利”“祝姐姐高考顺利”“考上一所理
想大学”“高考成功，永远快乐”等祝福语，黑板
正中间还留下一块“集体签名”栏。

当高考学子们走到座位前时，眼前的一
幕更让他们感动，每张课桌上都贴着一张小
纸条，上面分别写着“祝哥哥姐姐高考成
功”“哥哥姐姐好好休息，好好考试”“祝哥
哥姐姐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等。

6月22日，高考成绩揭晓，达川中学高
三（23）班有36人上本科线。该班班主任李
中洪说：“除了同学们三年来的勤奋学习和不

懈努力，金华学校五（1）班同学们当时所做
的这一切，对他们更好地发挥起到了很大的
鼓舞作用。”

向同学们致以感谢送上祝福

一定要找机会去感谢金华学校的学生，
成了达川中学师生的共识。

当得知李中洪老师和学校领导将去金华
学校感谢小弟弟小妹妹们时，走进大学校门
的同学纷纷留言让李中洪老师带去问候和祝
福。

华中科技大学的罗小虎留言：“弟弟妹妹
们，只要一直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终会有所
收获，加油！”四川农业大学的刘俊延留言：

“弟弟妹妹们，考试分数多少不是关键，重要
的是看到了分数能对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
’。”西南交大的何海风留言：“弟弟妹妹们，
感谢那一黑板的祝福，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路
上能够使荆棘也开出美丽的花！”……

收到哥哥姐姐的问候和祝福，金华学校
同学们非常开心。潘姝尹说：“听说哥哥姐姐
要来我们教室，我希望给他们最好的祝福，
给他们加油，让他们充满信心走向考场。”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金华学校同
学们，你们从小就能够替他人着想，把美好
的祝愿带给别人，希望你们把这种美好的品
德坚持下去。”金华学校对六（1）班全班学
生给予表扬，并希望全校学生向他们学习。

�杨华 本报记者 桂爽�

时刻绷紧安全弦
——我市学校开展安全演练辑录

一块黑板报 两校师生情
——发生在达川中学和金华学校两个班级之间的故事

学习消防知识 增强自救本领
——本报小记者走进渠县消防中队参观采访纪实

□活动策划：达州日报教育周刊、渠县渠江镇三小 □活动指导：王涛 刘扬 陈桃 张杰嵩 本报记者 桂爽

●相关链接● ●

消防中队负责人接受小记者采访。

小记者体验消防车登高平台。向小记者讲解消防器材使用知识。

（紧接第一版）来到操场积极运动，没有人追
逐打闹。来到位于渠县城区闹市中心的渠江
一小时，正值下午放学期间，同学们上街走人
行道，过街走斑马线，乘车礼让老弱妇孺，自
觉遵守交通秩序。

行为举止是折射个人心灵最亮丽的一面
镜子，是一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最好展示。
采访中了解到，渠县不少学校根据中小学生
守则，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接地气的规则。
学生根据规则严格要求自己，自然就能做到
行为规范，文明守礼。

用文明提升素养
文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文明体现在一

言一行中。
采访中，渠县流江中学校长张学明坦言，

“说文明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主题教育活
动的开展，的确提升了学生的整体素养。如
今，在渠县任何一所学校，久违了的“您好”、

“对不起、没关系”、“谢谢”声声悦耳，学生主
动捡拾垃圾帮助同学的行为随处可见。李馥
一校校长田明认为，开展文明主题教育活动，
学生时刻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规范自己行为，学校出现了“事事讲文明，
人人做新人”的新气象。

“广泛动员、深入开展孝亲尊师、文明出
行、阳光上网、团结互助、爱护环境五项专题
活动，旨在教育和引导中小学生从一言一行
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文明
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提升整体素养。并
通过青少年学生的亲身参与和积极实践，带
动家长，辐射整个社会。”采访中，渠县教科局
局长王本川告诉记者。

《晏子春秋》云：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
以有礼也。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应该
遵循基本的礼仪，形成基本的品性，养成基本
的文明，唯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找到秩序，求
得和谐。而在孩子们心中撒播文明礼貌的种
子，教学生说文明话、行文明事、做文明人，无
疑正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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