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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中铁内江师范学院新校区建
设项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1000MA6277LY98,声明作废●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单证遗失：ABC050A22
016A（四川）机动车商业保
险保险单（四川）流水号：00
00412801 和 0000412802，共
2份。声明作废。●何金朝遗失剑阁县正兴乡郭
沟村一组29号宅基地证，身份
证号：51082319610327289X,特
此声明。

●泸州太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梁斌安全员证（专业：建筑与市
政 工 程 ，编 号 511519905
0032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编号川建安 C（2016）
0500065）；周辉容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证书编号：川
建安B（2011）0500397），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黎明个体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1123MA633XWA2A
正副本遗失作废●王雪梅遗失资料员证，证号：
1120000600056，特此声明。

通 知
陈颖(身份证号 51010219600
2237470)系四川上尊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22000
020927)股东，现基于陈颖个人
原因申请退股，请公司法人及股
东速与本人联系，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85040605●广安勤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吴
劲松，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
号：01537445，专业：公路、市政、建
筑）遗失，声明作废。●四川鹏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0
0327049607H）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副本编号：6-2）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南部县冬旺皮草厂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充市南部县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734000484701，账号：23155
411092012378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山东郓城骏通专用车有限公司
2018年3月08日开具给峨眉山
市青松愉快物流有限公司（纳税
人 识 别 号 91511181MA
62RKM28F）购辰陆牌 LJT9
401ZHX自卸半挂车（车辆识
别 代 号 LA99FRZ30H1LJ
T524）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137171725306发
票号码 00109279）发票联及
抵扣联遗失作废。●四川琦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金牛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10093371201，
账 号:4402243409100053680）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成都瑞科电气有限公司在工
商银行成都西芯大道支行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
03896902，账号 44022052190
00004965）遗失，声明作废

●彭贤令个体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1123MA65NJ4A7A
正本遗失作废●（父亲:何鸣强，母亲:周文一）
何盛恩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
编号:P510254935，声明作废●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请
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
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同旺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注销公告：井研县研城渔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经全体社员研究
决定，拟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父亲：岳良保 母亲：杨晓英)
岳杨出生于2000年4月2日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510471966，特此证明

注销公告
成都益信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092003899）经股东会决定
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清算
组由代红伟、孙刚组成，请公
司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前往成都市高新区高升
桥东路19号3幢1单元1-3号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联系人：代红伟
电话：13709000398

2018年3月26日●武侯区万鑫酒店用品商贸部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
07600252190正副本遗失作废●四川程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建，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
书编号：01243280，专业：建筑、
公路）及2014年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00168286，专业：建
筑工程，身份证号：513901198
608104516）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四川省工商局2014
年 09月 16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510000000327700 的四川利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各1本）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2018年3月26日●遗失公告：四川利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07611677-1）、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川税字51010407
6116771号）、法人章（杨涛，编
号：5101009047509）、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09047507）一并
遗失，声明作废●武胜县沿口镇顺发建材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1622600164962，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成都原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95252820）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好友电器维修部国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 51112319870
2064883）遗失，声明作废●谭善文所持《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编码：512081023014
020020J）遗失作废●成都巨 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T
3865B）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四川晶品玻璃有限公司公章遗
失，现登报作废，特此声明。●黄秀军遗失机动车交强险保单
副 本 原 件 ：P519105072017
004954；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号码：16511198578；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第四联：注册登记联，发
票 代 码 ： 151001622
002，发票号码：00993770，
车辆识别代码：LKCBANB3
7HC043650

减资公告
内江太平洋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
00007886620X9）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将注册
资本由原人民币肆佰万元减少
到壹佰万元，请公司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往内
江市市中区大洲路六段锦甜城
印象负一层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联系人：范孝霞，
电话：13568003176

2018年3月26日
遗失声明

刘德金(身份证 513027196903
053817)，安全员证(证书编号
0927000400034) 遗 失 ，现 申
请作废，特此声明。●简阳市石桥镇符记平价便利
店税务登记证（税号 5110221
97602234949）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海川优配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6MA61UGL42G）经股东会
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成都市
金牛区茶店子西街36号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四川海川优配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8年3月26日●绵阳市宝龙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一枚（编号：
5107030013617），声明作废。●宜宾市翠屏区航天网吧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2560730546X；遗失宜
宾市翠屏区文化广电局颁发的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511502200069，声明作废●双惠超市在成都农商银行锦江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
510027735403 账号 02120600
0120010016321）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绵阳中心
支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遗失交强险
作废标志1张，流水号：180000930708；
商业险保单公司留存联，流水号：
170002837863。特此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3日

遗失公告
●红发饭店税务登记证副本、发票领购簿（纳

税人识别号：510181196706032524）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天马镇朝国塑料制品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川国税字51012719540924283X）正副本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天马镇朝国塑料制品经营部营业

执照（注册号510181600110889）正副本遗失作废。
●姓名：李艳，学校：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毕业时间 2010年 6月 28日，毕
业证书（编号：1297 0120 1006 8802 50）遗失作废，特
此登报声明。

●兹有四川眉山顺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岷江牌危化品车辆，车牌号：川Z53766于2017年11
月17日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0066999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

●宜宾市炬实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91511500MA62AAK41M，声明作废。

●武胜县烈面爱上美甲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511622600254976声明作废。

●四川博亿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原件，编号：02066518，声明作废。

●宜宾飞跃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91511523767275368G声明作废。
●峨眉山市绥山镇大佛南路53号童慧明《房产

证》（产权证号：2015060800395）遗失作废。
●眉山雄伟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511402006052）遗失作废。
●眉山市李宝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511402010059）遗失作废。
●威远县首嘉建材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1024MA676QHX6J） 公 章 （ 编 码 ：
5110245015724）及张涛私章（编码：5110245015725）
于2018年2月9日不慎遗失，特登报声明作废。

●乐山永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100151320，发票号码：07417080、
07417079、 07417078、 07417081、 12585735、
12585736）遗失作废。

●广安康贝大药房第伍佰柒拾叁店行政公章
（编码：5116239005321）不慎遗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邻水县王家镇均全童车行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511623000041390）遗失作废。

●汉源县鱼众不同鱼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13124600161273）遗失作废。

●威远鼎赐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1024078862356Q）遗失作废。

●威远县永顺家禽养殖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11024600286103）遗失作废。

●威远县陈小兵个体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10243010583）遗失作废。

●什邡市西客莱牛排馆税务登记证（地税）正、
副本（税号：510703199507240571）遗失作废。

●什邡市湔氐镇敏敏日化店个体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7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0682MA63W49030）遗失作废。

●什邡市弘杨木材加工厂个体营业执照（2013年
4月28日核发，注册号：510682600180973）遗失作废。

●营山县全俊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2016 年 2 月 26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322MA6294CL8J）遗失作废。

●营山县陈小川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6年
4月25日核发，注册号：511322600271046）遗失作废。

●资中县吴平平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4年
8月6日核发，注册号：511025640068143）遗失作废。

●眉山旭梓淼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2016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422MA62JA094W）遗失作废。

●眉山市彭山区夏佳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6年 3月 17日核发，注册号：511422600158982）
遗失作废。

●四川艺柏雅包装印务有限公司与四川华侨凤
凰纸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登记的眉工商仁
抵（2015）第019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遗失作废。

●仁寿县文林镇金华旅社营业执照（2017年 3
月 8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21MA63MMMG1R）遗失作废。

●仁寿县文林镇红太阳锅巴馒头经营部营业

执照（2017 年 4 月 11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421MA63QQFJ40）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2012 级，金融系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二班，学生：张熔倩，报到证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长宁县汇生咖啡厅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11524600171247声明作废。

● 金 牛 区 情 归 花 渡 餐 饮 店 发 票 章 编 号 ：
510106014236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王正清于2018年3月1日遗失四川联森兴业
有限公司金茂悦龙山十幢三单元905号房屋的购房
合同声明遗失作废。

公 告
成都九如村茶叶有限公司员工罗礼明身份证

号 码（511622198910265816）白 金 容 身 份 证 号 码
（510922198602177561）段 国 长 身 份 证 号 码
（500242198409231816）2012 年 5 月在公司购买社
保，本人于 2012年 6月离职，6月停止购买社保，特
此登报申明。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拟通过派生分立方式，分立为“成都森科制药有限
公司（存续公司）”和拟定派生“四川森科制药有限
公司（新设公司）”。原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的债
权债务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对债权债务承继方案进行修改，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本公司债权债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2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注销仁寿瑞达商贸有限公

司。请与本公司有关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清算债权，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仁寿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峨眉山禾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1817400261262）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股
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请相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峨眉山禾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3月26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为你完美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武胜县三友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经本公司 2018年 3月 23日股东会决定申请注

销，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王世其、祁军燕、
郭嗣通，清算组负责人为王世其。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本公
司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理县天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无论有没有买过车，一个众所周知
的事实是，购车的官方指导价和实际花
出去的钱可能会有不小的差距。究其缘
由，哪怕是全款购车，消费者仍需缴纳
购置税、交强险、商业险、车船税等多项
费用，如果是贷款购车的话，加上利息，
车主需要承担的资金压力只会有增无
减。那么，有没有一辆车足够实惠，不需
要支付那些杂七杂八的额外费用呢？

这种产品虽然凤毛麟角，但也不是
完全没有。

近日，为让利消费者，东风标致308
推出了五“0”大惠，全免出击的购车优
惠政策——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购买东风标致 308全系车型均可享
受全额购置税、利息、交强险、商业险、
车船税补贴，豪华版车型还可再享万元
礼包。通过如此给力的终端优惠政策，
时尚、科技感爆棚的东风标致 308在同
级产品中的价格竞争优势就显得尤为
突出了。

颜值担当
引领A级车新风尚

LV、Channel、Hermes 等源自法国
的品牌一直受到众多时尚人士的青睐，
很多经典款的包包和服装甚至经久不
衰。而这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款往往最能
体现一个品牌的文化和气质。作为东风
标致的经典车型，308自上市以来，用户
好评不断，众多消费者对其外观设计给
予了高度评价，纷纷表示东风标致 308

的“颜值”之高令人惊艳。
由于采用标致全新一代设计语言，

东风标致 308相比老版，拥有更加鲜明
的标致设计元素，辨识度极高。从赛车
场上的黑白色方格旗获得灵感，东风标
致 308的前脸采用点阵式进气隔栅，搭
配 LED 狮眼大灯，让整个前脸拥有了
狮王不怒自威的气势。相较前脸的“现
代与激情”，308的尾部设计则玩起了复
古路线，黑钻式横贯尾部的设计让许多
标致的忠实粉丝想起了曾经的 205 及
405 车型。在熏黑衬底之上，狮爪式
LED尾灯的设计简洁又极富冲击力。

内饰方面，308 采用了“i-Cockpit
唯我座舱”，将“人性化”的设计发挥到
了极致。5.8°倾斜中控更便于驾驶者读
取信息和操作；以赛车尺寸设计的灵动
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驾驶灵敏性极高的
同时，手感更加舒适；西装暗纹真皮座
椅包裹感极佳。而这些设计背后，都体
现出东风标致品牌的良苦用心，其从用
户需求出发打造的最具品质感的座舱，
使得 308 的内饰呈现出灵动而不失优
雅的风格。

领先科技
打造优质驾控体验

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出行工具，
汽车产品的驾控体验对于消费者来说同
样重要。东风标致 308共搭载 230THP、
350THP、1.6L CVVT三款发动机，并标
配STT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具有更高

效、更经济、更环保的特点。以A0级别中
最普遍的1.6L自然吸气发动机为例，东
风标致308的1.6L CVVT自动时尚版百
公里油耗仅为5.9L，而竞争对手的油耗
一般都在 6.2L 左右。同时，1.6L CVVT
发动机的平顺性和可靠性也十分出色，
其动力参数处于市场同类型发动机主流
水平，最大功率86Kw/rpm，扭矩最大达
到150N·m/rpm。

当然，出色的燃油经济性也离不开
东风标致308所采用的EMP2模块化平
台，该平台具备模块化、安全性、轻量化
的特点，全新结构以及新材料的运用使
得底盘减重 70 公斤，基于更轻质材料
和更先进的工艺，其碳排放也减少了
22%。

值得注意的是，EMP2模块化平台
的采用，也为更多创新科技设备的搭载

提供了可能。东风标致全系标配ESP9.1
系统和日间行车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308的安全性。在高配车型上，308更
是配有同级别鲜有的盲区探测系统，让
用户能够轻松应对各种复杂的路况。此
外，智能手机互联系统、智能免钥匙系
统、i-Start 一键启动等领先科技的装
载，也让车主的驾控体验更加优质。

（李丽）

四川经济日报讯（吴伟强 王垭鑫 记
者 钟正有）记者近日从德阳市公安局旌
阳区分局了解到，该局按照上级公安机关
统一部署，全警动员，组织精兵强将，吹响
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集结号。

强组织，细部署，精心制定扫黑除
恶工作方案。该局成立了以分局主要领
导为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各警
种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并下设“扫黑办”，精心制定了工
作方案，从组织保障上确保“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强宣传，广发动，积极营造扫黑除恶
浓厚氛围。该局通过设置固定宣传标语、
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方式，广泛
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动人民群
众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中，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通
过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使涉黑恶
违法犯罪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积极营

造惩治黑恶犯罪的浓厚氛围。
强排查，深研判，高效精准严打涉黑

恶违法犯罪活动。近日，该局举办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业务培训会，进一步提高扫
黑除恶专业队伍理论水平、业务技能和办
案质量，推动了扫黑除恶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各派出所和治安、刑警等部门，深入
排查重点领域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组织
进行精确研判，力争打早、打小、打准、打
狠，坚决防止涉黑恶违法犯罪坐大成势。
目前分局已精准研判出2条涉黑恶违法犯
罪线索，正在组织精干警力深挖细查。

强纪律，严督导，纵深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该局纪检督察部门制定了
专项督导工作方案，严格落实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各警种部门责任，要求各警
种、派出所密切配合，不断增强工作合
力，以态度“零容忍”、履职“零缺失”、落
实“零失误”来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最大战果。

旌阳警方吹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结号

东风标致308五“0”大惠 豪礼大放送

中江城管迅速反应
救助车祸伤员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 记
者从中江县城管局获悉，近日，中江继光
桥头至上南街段，一辆汽车因速度过快
失控，导致一辆三轮摩托车为避让冲上
了人行道，撞伤三人。中江县城管局正在
此路段值勤的六中队中队长朱金山迅速
反应：一是组织4名城管队员立即报警、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二是及时安抚车
祸受伤人员，积极参与现场救助，待 120
急救车到达，朱金山、陈世华等4名城管
队员将三名受伤老人搀扶至急救车上，
确保 120急救车安全驶离后才离开事发
现场，继续坚守在城管岗位。

此次城管人迅速反应，参与救助，是
将“学雷锋，树新风”精神与践行“强、转、
树”专项行动的有力结合，受到围观市民
的一致好评。

德阳商务局
整治涉嫌会展违规案件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
记者在德阳市商务局获悉，近日，德阳商
务“12312”投诉服务中心接到群众举报
投诉，称某公司即将在德阳太行山路与
荷花池街交汇处占道举办展会，涉嫌违
反会展业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政府相关
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接到举报后，德阳市商务局党委高度
重视，责成市运秩序科和执法支队现场调
查处理。相关科室负责人和执法人员会同
旌阳区商务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
向办展公司详细了解办展备案等情况。经
调查核实，该公司已在当地商务主管部门
办理了备案手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占道
办展，影响交通秩序，存在安全隐患。

据悉，为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拉动
经济增长，确保群众消费安全，德阳市商
务局再次责成旌阳区商务主管部门及时
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研究具体方案，制
定切实可行措施，力求展会合法合规顺
利进行。办展公司负责人承诺，将严格按
照《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展业发
展的规定》有关要求，做好整改，加强管
理，确保展会期间不出现安全问题。

德阳公安交警
“百日平安会战”成效显著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
22日，记者在德阳公安交警支队召开的
交通管理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德阳
自开展“百日平安会战”暨防范和遏制冬
季道路交通事故大会战以来，共出动警
力13702人次、警车3268辆次，确保了德
阳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持续稳定。

据悉，大会战重点从农村交通管理、
源头综合治理、交通安全执法、交通安全宣
传等方面集中展开整治。其中，全市启动执
勤检查点23个，充分利用路面巡逻、电子
警察、公路卡口、缉查布控等手段，严查“三
超一疲劳”、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深入运输企业、学校、多车单位 80余
次，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GPS平台监
管情况、车辆安全状况为重点，开展交通安
全大检查；开展农村大劝导活动，劝阻超
员、超载、无牌无证车辆出村上路；深入农
村地区开展执法118次，现场查处农村交
通违法6000余起；针对客货运企业、五类
重点车，利用手机短信平台把安全提示短
信和典型案例及时推送给每个驾驶人。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王平 杨晓
霜 记者 陈家明）为切实杜绝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提升群众满意
度，自贡大安区民政局从3月15日起在
全区开展为期 100 天的民政专项资金
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全区民政资金实
施集中“体检”，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优亲厚友、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侵害
群众利益的“微腐败”问题。

为抓好此次专项“体检”，大安区民
政局针对民政资金违规违纪案件的特
点和规律，紧紧围绕“人、权、钱”等关键
环节，从惠民资金、项目建设资金中筛
线索、从人员信息中找线索、从信访反

映中挖线索，实行“三定三查”工作法：
锁定抚恤、保障、救济等重点资金，查资
金流向是否清楚、及时、合规；锁定敬老
院、日间照料中心等惠民项目工程，查
项目建设是否规范、真实；锁定乡镇民
政干部、民政干事，村居委会和养老机
构负责人等重点人员，查有无优亲厚

友、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等问题。
同时，大安区民政局纪检组成立了

4个督察小分队，紧盯民政救助对象是
否符合政策规定，惠民资金发放、公示
公开等环节，对全区 16 个乡镇街道，
121个村社区进行督察。为确保本次清
理行动取得实效，督察采取现场核查的

方式进行，发现问题现场立即整改，局
纪检组根据核查到的问题迅速启动问
责程序，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进行
通报批评和约谈，并将涉嫌侵害群众利
益的问题线索移送区纪委监委立案查
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切实提升群众
满意度。

打击“微腐败”自贡大安民政资金集中“体检”

四川经济日报讯 (蔡志冰 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加强全县中小学、
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广大
师生出行安全，营造一个平安和谐、
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中江
县公安交警召开专项会议，细化管理
措施，落实管理责任，全力预防和减
少涉生道路交通事故， 强化源头治
理，排查治理校车安全隐患。

3月10日至15日，中江交警大队
组织警力到辖区中小学校排查走访，
要求对全县校车进行逐台检查核实登
记，对校车驾驶人逐人审核准驾资
质，面对面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教育，
按规定与校方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
增强对校车驾驶人守法驾驶的约束
力，确保校车行驶安全。

加强路面管控，整治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大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主
动联合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道路违停
车辆、占道商贩进行清理整治，确保
接送学生车辆通行顺畅。截至目前，
查处违法车辆 2191 台次，拖移违停
车辆 4台次，增设交通标识 2块，规
划标线3处，有效缓解了校园周边道
路高峰期间的交通拥堵。

落实勤务制度，强化人性化执
法。在校园周边设置固定执勤岗位，
组成护学岗、护学路，学校上、放学
高峰期间定人、定岗、定时、定责上
路执勤，指挥疏导车辆，护送学生安
全过马路。同时，对接送学生车辆进
行严格规范，指挥其按秩序即停即
走，防止发生长时间拥堵。对乱停乱

放、争道抢行、无牌上路等违法行
为，严格依法处罚。

加强安全宣传，提高遵章守法意
识。3月 10日，大队组织全县 110名驾
驶员及园长召开春季交通安全知识培
训会：一是发放《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
信》，提高驾驶员及园长的交通安全知
识。二是安排民警有组织、有计划地上
一堂中小学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课。三
是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协作，积极倡
导全社会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关注广
大学生的交通安全。

截至 3 月 22 日，共检查校园 32
所，排查校车 42辆，现场整改 3辆，签
订交通安全责任书42份，发放交通安
全资料 300 余份，开展交通安全知识
教育课11课。

中江交警关注校车安全
保障师生出行平安

东风标致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