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 营 山 县 炭 先 生 烧 烤 店 公 章（ 编 号 ：
5113225020709）于2018年10月30日丢失，现登报声
明作废。自 2018 年 10 月 30 日起用该枚公章产生的
一切事宜与本店无关。

●眉山市金德运业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
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0052304号）遗失作废。

●眉山市恒宇汽车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
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0080591号）遗失作废。

●雅安市名山区香水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证号：C（雅名）农种经许
字（2014）第0021号，发证日期：2014年8月11日]遗
失作废。

●雅安市名山区香水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证号：C（雅名）农种
生许字（2014）第 0020 号，发证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遗失作废。

●青神县韩氏建材经营门市《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659000233601，负责人：韩勇，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神支行）遗失作废。

●四川紫金蜜高山红茶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11815024284）、财务章（编号：5111815024285）、发
票章（编号：5111815024286）、法定代表人杨斌名章
（编号：5111819002107）遗失作废。

●四川紫金蜜高山红茶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1810015802）遗
失作废。

●犍为县新龙湾石材加工厂（经营者：余图高）
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123MA6313FH92）遗失作废。
●威远县廖焕琼个体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1024600204235）遗失作废。
●威远县废金属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严陵镇

收购第十一门市部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024MA6CJRFA3E）遗失作废。

●威远县废金属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城区废
品收购第三十七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1024MA6CJRJN52）遗失作废。

●威远县废金属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城区收
购十四门市部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024MA6CJRJB7W）遗失作废。

●威远县废金属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铺子湾
废品收购第二门市部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024MA6CJRJJ2L）遗失作废。15威远县废
金属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新场镇废品收购第五门
市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024MA6271XL2Q）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冯勇衣讯服装专卖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1402600147664）遗失作废，特
此登报声明。

●四川鑫旭东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公章
（号：5114020019333）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成华区冯勇服装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0108600686977）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经营者姓名：曾自琴，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11025600008915）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闫胜遗失成都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恒大天府半岛二期 15-1-3606购房契税收据,金
额18427.02元，声明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2015级学生:辜朝阳、软件
工程，三方协议（13903201900202）遗失作废 特此登
报声明。

●成都明宇环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

金融广场项目部不慎丢失加盖了成都明宇环球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一式三联的空
白收据壹份 .收据编号为：2828680,现特登报作废。

●练 (身份证号 510181199802021714)不慎遗
失2018年7月取得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
明(证号2018151010610012)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罗江县略坪镇曦茜超市，代勇，于2003年05
月12日，在罗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办理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号码：510626600028191，因保
管不慎，正本、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蓬溪县富发养殖专业合作社决定注销，现已成立
清算组。自本社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请本社相关
债权、债务人前来我社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滕彩林 联系电话：18113470836
特此公告

蓬溪县富发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9年3月4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清
算组成员为曹志强、游勇，清算组负责人为曹志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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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吉源昌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3月4日

经公司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备案“（达市工商）登记内备核字｛2019｝第
601 号”，拟注销“达州市恒联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公司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79号

联系人：陈远东 电话：15908488888

达州市恒联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3月4日

井研县绿源云栋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11124MA6280E53N）经全体社员大
会决议决定注销本合作社，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
逾期未申报其债权，责任自负。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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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近期，社会上个别人冒

充四川经济日报社工作人
员，先后到一些市、州、县工
商局（市场监管局）、税务
局、财税公司等联系有关业
务。本社郑重提醒，若有任
何人到市、州、县各相关单
位联系业务，应主动出示四
川经济日报社开具的介绍
信等证明。

特此公告！
四川经济日报社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成劳人仲委告字（2019）第00088号

被申请人名称:成都爱博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恭雪诉成都爱博伦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劳动人事争议案（成劳人仲委案字[2017]第 13039
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
决书（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11503号），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0一九年三月四日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成劳人仲委告字（2019）第00089号

被申请人名称:成都雅致人生高尔夫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夏晨碧诉成都雅致人生高尔夫服务有

限公司劳动人事争议案（成劳人仲委案字[2018]第
10127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仲裁裁决书（成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0064号），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0一九年三月四日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成劳人仲委告字（2019）第00090号

被申请人名称:四川浩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孙亚琳诉四川浩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劳动人事争议案（成劳人仲委案字[2017]第 13055
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裁决书（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11474号），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0一九年三月四日

海普智联科技（德阳）有限公司
6亿智慧e盖、八千吨数字涂印版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的有关规定，现开展《海普智联科技（德阳）有限
公司6亿智慧 e盖八千吨数字涂印版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以征求公众意
见。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
登录http://hbj.deyang.gov.cn/show.asp?id=4151网站可获取征求意见稿全文。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

可联系建设单位获取。联系人：万先生；通讯地址：四川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旌湖路 139号；联系电话
15008326066。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主要征求周边地区的民众、政府工作人员、环境保护人员等的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登录http://hbj.deyang.gov.cn/show.asp?id=4151网站可获取公众意见表。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 （陈涛 记者 庞
玉宇 文/图）记者从泸州龙马潭区残联了解
到，龙马潭区政府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重
度残疾人、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全域城镇公交
车的通知》，从3月1日起，重度残疾人、残疾
军人可免费乘坐龙马潭区全域城镇公交车。
龙马潭区兴能公共交通公司经营的 25条线
路、199辆龙马潭区全域城镇公交车免费为
残疾人提供出行服务。

“以前赶车上学，家长和孩子一天来回
要8块钱，一个月下来一两百块钱，一年下来
就是一两千块。现在公交车免费为残疾人提
供出行服务，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龙马潭区特殊学校一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据了解，可以免费乘坐龙马潭区全域城
镇公交车的乘坐对象包括：持有第二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第三代残疾人证
(智能卡)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及一名陪同
乘车人员；持有一至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的残疾军人及一名陪同乘车人
员；持有一至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战因
公伤残证》的伤残人员及一名陪同乘车人
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
疾军人本人。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刘蓉）为巩固创城成果，做好德阳玉
泉商业街占道经营专项治理及市容
秩序管理工作，近日，德阳城管执法
三大队组织辖区内商家、游商，针对
占道经营、跨门经营等乱象进行集
中约谈。德阳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李兴炳参会。

约谈会上，执法人员就占道经
营、油烟噪音污染的危害进行了宣
传讲解，组织大家学习了《城市管理
条例》中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认真听
取了约谈商家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分为两

个阶段：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为宣
传阶段，3 月 4 日至 12 日为集中治
理阶段。治理期间，将采取白天例
行巡查+夜间专项治理小组治理的
模式，深入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治
理；将采取定点管理与机动巡查的
方式，对玉泉商业街占道经营、跨
门经营，水果车、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等进行整治，确保市容整洁、道
路畅通。

李兴炳表示，城管部门将依法
履职，制定完善的整改方案，维护市
场秩序，助力创城工作，树立特色商
业一条街品牌。

四川经济日报讯 3 月 2 日，在“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德
阳市罗江区私个协略坪镇片区为丰富
广大妇女经营户的文化生活，展示妇女
经营户改革开放 40年来的成绩和精神
风貌，促进学习交流、团结和谐，组织辖
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妇女代表共 287
人，到绵阳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李白纪念馆”“平通梅林”“百年好合爱
情谷”，开展了以“倾情礼赞新中国、巾
帼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庆“三八”参观
学习活动。

活动中，协会着力引导广大妇女经
营户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跟
党走，建功立业新时代，进一步激发广

大妇女经营户的爱党爱国热情。
大 家 表 示 ，在 今 后 的 经 营 过 程

中，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恪
守职业道德，撑起半边天，为当地经
济健康稳步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

（易友贵）

德阳蟠龙镇
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毅 记者 钟正
有）为加快推进美丽宜居乐业新蟠龙建
设，全力营造“乡村振兴，人人参与”的社
会氛围，2月28日，在德阳罗江区蟠龙镇
党委、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全镇各机关单
位、各村（居）统一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活动。

活动中，蟠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
太模要求，全镇上下一定要强化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主动参与，为全镇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镇人大主席何桥阐明
了本次活动开展的背景、意义，提出了工作
要求。按照工作方案，此次活动实行“片区
包干”。活动现场，大家积极主动，争做活动
标兵，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广汉新丰镇举行民营企业
暨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陈颖 记者 钟正
有）为做好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不
同群体的就业促进工作，2月28日，广汉市
新丰镇2019年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暨返乡
农民工大型招聘会在聚心嘉园广场举行。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网络技术、包装
服务、保安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等
领域的企业56家，共提供就业岗位1680
余个。到场人数3000余人，510余人初步
达成意向性协议。招聘会现场设置了返
乡农民工服务区，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
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500余份。

近年来，新丰镇稳步推进就业创业
工作，为用工单位与求职者搭建服务平
台，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吸引了
众多在外务工人员回到家乡，为家乡建
设与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李卫
祥 张波 记者 常坚）2 月下旬，随
着学校、幼儿园新学期陆续开学，青
神县卫生健康局组织督查组到全县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督查公共卫生
安全，以保障中小学生和幼儿身体
健康。

开学期间，青神县卫生健康局
督查组分为现场督查和资料查阅两
个小组，深入全县各个乡镇，严格按
照考核内容，对所有公立、民营学
校、幼儿园逐一进行检查。

2 月 28 日，现场督查小组来到
青神县实验中学，对教室环境噪声、
采光、通风情况进行检查，并检查桌
椅的高度等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在
学生寝室，检查学生洗漱等卫生设

施是否齐备，生活饮用水是否符合
国家标准等。

资料查阅小组查看学校卫生制
度、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传染病）
应急预案、健康教育开设课程、学校
卫生打扫消毒记录等。同时，检查学
校饮用桶装水检验报告书、卫生许
可批件等证件。

检查期间，县卫生健康局监督
员通过查、看、听等方式，对全县
37 家幼儿园、中小学校的传染病
知识宣传、卫生应急预案制定等工
作进行了督查；对部分学校不重视
卫生安全工作的行为提出批评，并
下达意见书，责令立即整改。此次
检查有效保障了全县师生的身体
健康。

什邡公安交警联合农机局等
整治变型拖拉机

四川经济日报讯 （黄娟 记者 钟
正有）记者从什邡市公安交警大队获悉，
为进一步强化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形成公安、农机监管合力，有效预防
和减少涉及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近日，该大队组织民警联合路政、安
监、农业机械管理局开展变型拖拉机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联合整治组采取卡点与巡逻
查控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拖拉机无牌
无证、假牌假证、非法改装、违法载人、无
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对驾驶员进行
安全宣传教育，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
一片，规范了辖区道路交通秩序。

此次行动联合组出动警力 5 人、警
车1辆，检查变型拖拉机25辆。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易陟）记
者从四川省医疗保障局获悉，近日召开
的全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我
省将调整完善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救
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此次全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研究
部署了 2019 年重点任务。在完善制度
体系方面，我省将重点做好完善基本

医保制度、医疗保障扶贫、完善筹资
机制和保障政策、适时调整医保目录
等四项工作，扎实做好生育保险和职
工医保合并实施工作，扩大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范围，严格执行医保清单制
度，提高市级统筹质量，将更多救命
救急好药纳入医保。持续抓好医疗保
障扶贫，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00%

参加基本医保。在推进医保改革方
面，重点做好协同推进医疗卫生改
革、深化医药服务价格改革、推进支
付方式改革、抓好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等四项工作，协同推进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配合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建设，
积极推进将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理

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全面
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
支付方式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我省积
极实施医保目录内抗癌药品价格动
态调整，做好国家谈判抗癌药品落
地报销，全面实施公立医院取消医
用耗材加成改革，印发 2018 年版全

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 险 药 品 目 录 。此 外 ，我 省 还 印 发

《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人口大病保
险工作的通知》，全省 618.4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保，在
县内住院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
比例达到 90%以上。

今年我省将调整完善医保药品目录
将更多救命救急好药纳入医保

泸州龙马潭区：残疾人可免费乘公交了

德阳罗江区私个协略坪镇片区开展庆“三八”妇女节活动

德阳城管
专项治理玉泉商业街占道经营

青神县卫生健康局
检查全县校园公共卫生

特殊学校学生和家长免费乘坐全域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