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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阴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赵蝶采写

日前，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

西南地区管理局获悉，为落实民

航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运管委

建设工作的要求，扎实推进成渝

区域运管委的建设工作，确保成

渝区域运管委运行协同作用的有

效发挥，近日，成渝区域运管委推

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次成渝

区域运管委专项培训。西南管理

局、四川监管局、重庆监管局、天

府运行办、西南空管局、双流机场

运管委、天府机场运管委、江北机

场运管委和相关航司的百余名学

员参加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介绍了成渝区域运

管委的重要意义，对《成渝区域运

管委章程（草案）》及下一步工作开

展思路进行了详细讲解。来自西南

空管局、双流机场运管委、天府机

场运管委、江北机场运管委的教员

分别讲授了成渝区域运管委协同

机制及工作程序、双流机场备降航

班保障流程及动态调时工作程序、

天府机场备降航班保障处置及大

面积处置流程、江北机场不利运行

背景下会商处置及集中放行工作

程序。此次培训还特邀中南空管局

教员讲授珠三角区域运管委建设、

运行经验，参训学员与教员就运行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和研讨。培训结束后，成渝区域运

管委办公室组织全体参训学员开

展了理论考试，对此次培训实际效

果进行进一步检测。

据悉，成渝区域运管委是一

种全新的协同机制。此次培训让

各单位航班一线保障人员明晰了

特定条件下空管、机场、航司现有

的运行模式及难点，为后续成渝

区域运管委协同运行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成渝区

域运管委办公室将组织开展特定

运行环境下的模拟演练，通过空

管、机场运管委、航司多方面对面

的协同会商，验证各项工作程序

的适用性，扎实推进成渝区域运

管委的建设和实施。

金秋收获时、喜摘丰收果。8

月 9 日，新疆伊犁边境管理支队

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民警来到辖

区农户的苹果园中，助农采摘水

果，并利用采摘间隙将反诈知识

和新的农业农村政策带到农民身

边，为农民丰收保驾护航。

伊车嘎善锡伯乡的苹果汁多

果脆，也是这里的特产，每年丰收

的季节都是忙碌的、喜悦的，但因

这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地务

工，每当水果成熟的季节，很多家

庭缺少劳动力，导致大片水果滞

收、出售渠道不畅通的难题。

针对此类情况，派出所积极

谋划、主动作为，深入果农家中、

田间地头，了解掌握辖区水果采

摘、销售情况，同时组织“党员民

警服务小分队”，帮助群众解决不

能及时采摘难题，并将果商引领

至农民家中、地头，快速打开销售

渠道，确保辖区农民的水果“摘得

下、售得出”，及时挽回经济损失。

唐黔江通讯员王鹏飞文 / 图

阴唐雅琴 本报记者 李鹏飞 文/图

近日，四川德阳市旌阳区行政审批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市场监管

局联合组织召开市场主体登记专题培训会，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

责人及各“综窗”点位业务人员参会。

会上，旌阳区自然资源分局、区行政审批局分别就市场主体登记核

实土地必要性和登记流程具体要求进行业务培训。

会议指出，营商环境的优化、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提升固然重要，但合

法利用土地、严格保护耕地更是一项基本国策，在中、省、市执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在基层却存在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

建房改变耕地农业用途、以设施用地为名从事农家乐、休闲观光度假、餐

饮住宿等行为。

会议强调，自建房作为经营场所，不仅关系到企业安全经营，更关系

到群众生命安全，在市场主体登记过程中，如涉嫌占用非建设用地、擅自

改变土地用途的、房屋质量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场所，一律不予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相关部门在办理市场准入时要严把审查关，务必守住耕地

红线、保住土地底线、筑牢房屋安全线，确保市场主体合规稳健发展。

成渝区域运管委组织开展首次运行实施专项培训

协同会商 验证工作程序适用性

守住耕地红线 保住土地底线 筑牢房屋安全线

四川德阳市旌阳区严把市场准入审查关

8 月 10 日晚，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的大学城文化宣教综合服务中心，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建筑工人正在进行钢筋捆扎施工。

连日来，重庆持续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超 40℃。该项目施工单位采取“抓两头、歇中

间”的避高温措施，抓住早晚凉爽时段组织 200 余名户外建筑工人进行错峰施工，既保

障了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又确保了工程进度。 特约记者孙凯芳摄

错峰施工“战高温”

新疆伊犁

民警深入辖区助农普法两不误

贵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打击整治传销宣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加大宣传力度
提升公众防范能力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机关第三党支部在南明

区打传联席办开展“打击整治传

销宣传教育”主题党日进基层活

动，南明区市场监管局机关第一

党支部参加。

活动中，组织学习了全国及

全省党内法规工作会议精神，现

场观看了南明区打击防范传销宣

传片、宣传展板，南明区打传办就

该区打击整治传销工作开展情况

作交流发言。

活动现场，贵阳市市场监管局

机关第三党支部对打击整治和防

范传销进行了宣讲，从传销的演变

历程、法律框架和传销总体形势三

个方面，详细讲解了传销传入我国

的时间、形式、态势、危害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等

内容，介绍了贵阳市的做法、成效、

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等情况。据

悉，经过长时间的治理和打击，全

国范围内异地的聚集式传销已经

得到了相对有效的遏制，总体的形

态、势态比较平稳可控。

下一步，贵阳市市场监管局将

按照“查头目、打组织”“抓宣传、

揭本质”的工作思路，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打击整治传销活

动，将《禁止传销条例》作为重要

武器，从资金链、人员链入手，斩

断传销利益链条。积极运用大数

据、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强化线上

监测、线下实证工作。加大宣传力

度，揭示传销金字塔欺诈的本质，

提升社会公众防范和抵制传销的

能力，营造防范传销、打击传销的

舆论氛围。

阴本报记者 吴文俊

昨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近日，四川省交通运输

厅交通史志总编室完成《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概览》交通设

施现状文字资料撰写工作。

据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

市概览》由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

案馆联合编纂，涉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规划的四川

15市、区（县）和重庆 27个区（县），

内容包括各地基本情况、历史沿革、

重要资源、基础设施、主要产业、发

展目标等方面。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提供的交通设施资料和数据，对社

会各界更好地投资、建设、服务双城

经济圈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涉及川渝 42 市、区（县）

川渝联合编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概览》

近日，贵州省岑巩县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团赴贵州大学、

贵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开展引才工作，

10 名来自教育、医疗、林业等专业的

高校毕业生被该县的暖心引才条件所

吸引并签约成功，成为推动行业发展

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岑巩县聚焦教育、医疗、

农业等行业、领域人才流失严重、引才

困难等实际问题，用好用活各类政策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出台各类关心、关

爱措施，既帮助解决引进人才的实际

困难，又积极营造愉悦舒适的工作环

境，切实让引进人才安心、舒心、顺心

工作，为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区域医疗

高地以及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发

展等重点工作夯实了智力支撑。

强化干事创业硬保障。要求各行

业主管部门紧扣人才所困、所难、所

需、所求等方面定期组织人员对人才

开展调研走访、谈心谈话，畅通人才意

见建议渠道，建立人才“需求簿”，充分

考虑人才关心、关注的各类问题，结合

本县资源政策，出台了《岑巩县引进急

需紧缺人才办法》，该文件明确了户籍

迁入保障、购房补助保障、子女入学保

障、配偶就业保障、安家补助保障、人

才津贴保障、职称评聘保障、业绩评价

等“八个保障”措施，切实为人才干事

创业解除后顾之忧。

突出关心关爱显真情。针对各领

域引进人才的行业特点，联合工会、人

社、团县委以及主管部门在端午节、中

秋节、医师节、教师节等传统节日以及

各类人才的专属节日，组织人才举办

富有意义的活动，为他们送去关心关

爱，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参与感。同

时，定期组织引进人才开展健康体检，

为他们筑牢健康保障。近年来，岑巩县

举办各类人才活动 5 场，组织人才开

展健康体检 126 人次。

通讯员杨宝龙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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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合江县口福斋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

证编号 JY25105220021799）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合江县口福斋餐馆

2022年 8月 10日

遗失公告

尹艺游不慎将叙永森翔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产权代办费

（10-1-26-5）收据遗失，开票时间 2020 年 11 月 10 日，收据单号：

9462875，收据金额：200.00 元；开具的办证费（10-1-26-5）收据遗

失，开票时间 2020 年 11 月 10 日，收据单号：1741595，收据金额：

100.00 元；开具的房款（10-1-26-5）收据遗失，开票时间 2020 年 11

月 10 日，收据单号：7947259，收据金额：511453.00 元；开具的定金

（10-1-26-5）收据遗失，开票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收据单号：

3545971，收据金额：100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尹艺游

2022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