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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面向全国征集巴文化标志
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达州巴文
化内涵，切实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即日起，达州
市巴文化研究院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1 个“巴文化·
达州标志”、20 个“巴文化·达州故事”、10 个“巴文
化·达州名人”。
本次征集面向全国，个人、团体和单位均可参
加。 根据要求，征集的
“巴文化·达州标志”要充分体
现巴文化内涵和达州地域特色，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设计新颖，具有独创性和视觉冲击力，适合于在
各类媒介广泛传播；征集的“巴文化·达州故事”以
清代以前发生在达州的历史故事为主，兼顾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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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莲花湖湿
地公园管理， 有效消除库
区水上安全隐患， 切实保
护城市后备饮用水源，提
升莲花湖湿地公园品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达
州市莲花湖湿地公园保护
条例》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近日，相关部门对莲花
湖库区的机动营运船和非
机动游船开展全面整治，
依法取缔。
据了解， 此次整治共
取缔机动船 30 艘、非机动
游船 132 艘。 所有取缔船
只将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
船体拆解。

重要影响力的与巴文化有关的人和故事，应具有巴
文化特点，蕴涵巴文化精神；征集的“巴文化·达州
名人”以祖籍在达州或在达州为官、居住过的历史
名人为主，所选名人必须有史料文献依据，在某一
领域有重要成就，对中华民族或达州的历史发展有
突出贡献和推动作用。
本次征集活动，“巴文化·达州标志”设“最佳创
意奖”1 名，奖人民币 8 万元；“优秀创意奖”5 名，各
奖人民币 1 万元；“入围奖”4 名， 各奖人民币 5000
元。 若无三分之二以上专家认可满意的作品，“
最佳
创意奖”可空缺。 被采用的“巴文化·达州故事”，按

照每个 3000 元的标准予以奖励（含稿酬），未被采
用的入围稿件按照每个 1000 元的标准予以鼓励
（含稿酬），被采用的照片按照每张 100 元的标准支
付。 对确定的“
巴文化·达州名人”，按照每个 500 元
的标准支付简介撰稿费。
征集时间自即日起， 到 2019 年 6 月 20 日结
束。 征集活动结束，先评选出一批入围作品，在各大
新闻媒体及微信公众平台上公示，由社会大众进行
投票。 最后，邀请省内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结合
初评和大众投票情况， 确定中选作品及其余奖项，
并公布最终结果。

达州专项整治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近日，市教育局决定从 5 月起，在全市开展“在职
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集中整治活动。
要求将整治活动与全省开展的“师德师风建设年”
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以争做“四有”好老师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争做无私奉
献、为人师表的典范。 各地各学校要在广泛学习宣传的
基础上，通过学校和教师个人自查、对学生和家长进行
问卷调查、社会有关部门协查相结合的形式，周密排查

有偿补课情况。 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对
自查阶段主动说明问题并切实改正的教师， 予以从轻
处理。 同时，设置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接受舆论监
督。 强化监督查处，建立长效机制。 坚持明察与暗访相
结合，对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继续从事有偿补课的教
师，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 市纪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
组电话：2122674。

达州市将换发第三代残疾人证
近日从四川省第三代残疾人证换发业务培训班上
获悉，我市即将换发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第三代残
疾人证具备金融交通等多种便民功能。
据悉，与纸质的“二代证”不同，“三代证”是一张带
有芯片的智能卡。 卡的正面除持证人的姓名、身份证号

和照片等基本信息外，还有一个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
显示与卡面内容相符的信息。 卡内封装有集成电路芯
片，具有包括身份识别、残疾人业务应用在内的多种应
用功能，同时可以加载社会公共服务、业务管理、金融
应用等多项功能等应用。

广告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达州市分中心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召开
关于日常广告服务单位的比选公告
“以案促改”作风整顿大会
启动作风问题大排查、大清理活动
近日，全市卫生健康系统“以案促
改” 作风整顿大会在达州宾馆召开，市
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唐志坤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纪委派驻市卫生健康委
纪检组组长、 党组成员郑崇主持会议，
委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副县级干部出席
会议。 委直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纪
检负责人；委机关中层干部；各县（市、
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纪检组组
长、医政、基妇股负责人，公立医院院
长，疾控中心主任，乡镇卫生院院长共
计 4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共四川省纪委《关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
动中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通知》精神，剖析了因履职不到位受
到追责的个案，通报了近年来我市医疗
卫生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并对全市
卫生健康系统作风问题大排查、大清理
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全系
统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以
问题为导向，迅速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深入开展作风大整顿，进一步整肃行业
纪律，校正行业风气，增强防控重大风
险的能力，为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作风问题大排查、大清理活动将从
今年 5 月初启动，10 月底结束，用半年
时间以医疗卫生机构为主要对象，聚焦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聚焦重大工作风
险防控，聚焦行业不正之风，聚焦健康
扶贫，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大清理，针
对查摆出的问题，建立台帐，逐项整改。
通过活动，切实解决各级各单位履职不
到位的问题，全面消除医疗卫生机构存
在的管理风险、履职风险、医疗风险等
潜在隐患，确保国家、省上出台的医疗
卫生法规制度、工作部署和健康惠民政
策、重大疾病防控等重点工作在基层一
线落实落地。
（卫康）

根据福彩工作需要，现对我市福彩日常 报价进行综合评比， 综合评比价格最低为
广告设计制作安装服务进行公开比选。 现将 中标人。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六、报名时间
一、服务内容
2019年5月7日—2019年5月15日
根据日常宣传活动需要开展宣传设计、
七、报名地址
制作与安装，如海报、地贴喷绘、宣传横幅等。
达州市通川区金龙大道棕榈岛商铺
二、报名条件
2-2-1 达州市福彩分中心
八、联系人：陈小姐
1、达州市（含区县）城区广告公司。
九、联系电话：0818-2539925
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
附件：《比选报价书》
企业；
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达州市分中心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
2019年5月6日
力；
4、申请单位在本次比选前
三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达州市福彩分中心日常广告设计制作安装
大违法记录。
服务比选报价书
三、报名资料提交
报价单位：
1、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税
法定代表人：
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单位地址：
印件件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联系电话：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
报 价 表
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
项 目
材质及规格
单价
备 注
份证复印件。
按m2计算，含安装
室内写真
3、《比选报价书》。
室外写真
按m2计算，含安装
举牌KT板+写真
按m2计算，含安装
KT板+户外写真
四、报名须知
喷绘
高清喷绘
按m2计算，含安装
1、若比选成功承诺在执行
喷绘+架子
高清喷绘+架子
按m2计算，含安装
价格上保证产品质量。
腰鼓队
一支（20人/场次）
按次计算，含安装
2、本次比选计划在全市择
厢式货车+手续办理
宣传车
按车/天计算，含安装
优选取6家用于全年日常广告
充气拱门立柱
充气拱门立柱
按次/天计算，含安装
业务服务合作， 其中市区1家，
横幅
高60cm
按长度米计算，含安装
横幅
高90cm
按长度米计算，含安装
各区县各1家。
海报
铜牌纸300克60cm*80cm/张
按张计算，含安装
3、报名提交资料须采用文
海报
铜牌纸300克65cm*85cm/张
按张计算，含安装
件袋密封封存。
DM单
A4纸1万份
按张计算，含安装
五、比选办法
门型展架
型材/套
按个计算，含安装
对各报名单位所提供的
X展架
80cm*180cm
按个计算，含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