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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记者 李国
富)“您好，是南部县人民法院吗？我们
发现鲜某志、王某、鲜某发正在宾馆入
住，已被控制带至派出所，请迅速派人
前来处理。”5月 9日上午，南部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法官接到乐山市中区彭山
路派出所民警来电，法院申请协助执
行的临控人员已经出现。执行法官立
即请示领导，汇报案情，带领法警共 5
人，顶着烈日从南部县赶赴乐山市。

据悉，2014 年鲜某志与王某夫妻
二人因工程所需向赵某借款 30 万元，
他们的儿子鲜某为担保人，由于这一

家三口逾期不还钱，被诉至法院后进
入执行阶段。在法院告知、督促履行生
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后，这三人一再拖
延履行还款义务，执行法官多次通过
执行查控系统和实地调查寻找被执行
人财产未果，这家人竟然与法官玩起

“隐身”。
2019年 4月 23日，法院将鲜某志、

王某、鲜某发身份材料提交给公安机
关纳入临时布控系统。5 月 9 日上午，
鲜某志、王某、鲜某发入住乐山一家宾
馆。未料，住宿登记后不久的鲜某志、
王某、鲜某发即被公安机关临时控制，

并交予法院。
从乐山市赶回南部县的 4 个多小

时路途上，执行法官一边联系申请执
行人赵某到法院，一边向车中三位被
执行人释法明理。当天回到法院已是
深夜 11 点，申请执行人赵某早已在法
院接待室等待，当看见三位被执行人
时，申请执行人赵某情绪异常激动，强
烈要求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
措施。法官说道：“拘留不是目的，目的
是还钱”，并上前安抚赵某的情绪，接
着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处
理。申请执行人将利息、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公告费、迟延履行金等款项计
算完毕共 36 万余元，鲜某一家表示认
可，并当场表示马上转 30 万元，剩下
的 6万余元在今年 7月底付清。

申请执行人赵某收到被执行人鲜
某的转账 28 万元与现金 2 万元时，已
是凌晨 1 点，赵某写下收条并说道：

“这个钱我本没指望收得回来哦，感谢
法官这么晚了还在陪着我们协调案
子，还把我的钱执行回来了，感谢感
谢！”到此，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该案以终结方式结案。

据记者了解，2018年来，南部县人

民法院积极加强与公安的执行联动，
联合出台《关于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的
实施办法》，细化责任，密切协作，将
下落不明、长期玩失踪、“躲猫猫”的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提交给公安机关
实施临时布控，一旦被执行人使用身
份证触网，公安机关则立即出动警力
临时控制被执行人，并第一时间通知
法院，法院快速反应小组人员接到信
息后及时将被执行人带回法院。截至
目前，法院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纳
入临时布控系统 59 名失信被执行人
的身份材料。

中江县总工会召开集体
协商现场观摩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近
日，中江县总工会组织召开中江县“关爱
农民工·协商促和谐”德阳凯达门业有限
公司集体协商现场观摩会。四川省集体
协商专职指导员罗丽萍、高元松、吴平
安，德阳市总工会集体协商工作负责人
黄滨到会指导。中江高新区总工会、部分
乡镇工会主席、高新区企业代表及凯达
门业职工方、企业方代表等60余人参加
会议。应邀到会的还有中江县职工维权
律师团、中江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

该县总工会党组书记王晓明为现场
观摩会致辞，协商谈判会由德阳凯达门
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侯稼主持。凯达门
业职工方和企业方各民主推选出5名协
商代表参加协商谈判。协商双方就 2019
年工资涨幅、工资发放时间、职工休假、
福利待遇及女职工权益维护等职工最为
关心的五个方面问题展开协商。

通过 1 个多小时的商谈，工资发放
时间、福利待遇、女职工权益维护等三个
要约事项经协商全部达成一致，形成《德
阳凯达门业有限公司集体合同（草案）》，
双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相互递交，待会
后分别向职代会、董事会报告形成正式
合同文本签署。

“凯达门业工会把职工最为关心话题
都收集起来了，通过协商共决方式合理表
达诉求，促进劳资和谐。同时让我学到了
协商方法和技巧，这让我在今后指导辖区
内的集体协商工作时思路更清晰，方向更
明白。”凯江镇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周
莉这样表达自己的现场感受。

现场观摩会得到了省集体协商专职
指导员的充分肯定与认可。他们指出，本次
会议协商程序规范，协商内容具体，协商效
果明显。非常符合“关爱农民工”主题，从聚
餐补贴、探亲补贴、午餐后提供水果等福利
待遇体现出对农民工的关心关怀。特别是
合理表达了女职工诉求，维护了女职工权
益。协商谈判内容有创新，实现了企业职工
双赢。同时，指导员们还对该县集体协商工
作提出建议，在协商技巧、谈判方法等方
面要加以改进和不断完善。

四川经济日报讯（倪欢 记者 钟正
有）德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近期全
面掀起“迎庆”系列专项行动，切实把
打击涉黑恶犯罪和多发侵财犯罪作为
攻坚重点，全力推动该专项行动稳步、
有序开展。

据了解，该分局一是成立了以分
局党委“一把手”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对各项重点工作明确牵头领
导、责任部门、工作职责、任务清单，
并抽调专人成立“督考推”办公室，专
职负责“周通报”“月推进”和相应考
评工作。二是以防范为关键，持续抓
好情报信息搜集研判、深化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强化治安巡逻防控等措

施，确保治安大局稳定。三是深入涉
危、涉爆企业开展专项检查，进一步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第一意识，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
能力建设。并积极联合安监、消防等
职能单位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
安全生产风险，力争做到不留死角，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侵财犯罪、涉
毒违法犯罪。

“迎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分
局共抓获网上逃犯 12人，破获刑事案
件 10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8名，打掉
侵财犯罪团伙 2 个，破获侵财串案 2
起，追回被盗汽车6辆。

绵竹交警训练辅警队列
及执勤手势

四川经济日报讯（姜飞 记者 钟正
有）为进一步推动正规化建设，增强警务
技能，绵竹交警大队各巡逻中队以良好
的站姿、严整的警容、过硬的作风、严格
的纪律为目标，于 5月 13日下午组织中
队全体辅警开展队列、手势训练。

此次训练，该大队各中队结合路面
执勤的工作实际，重点训练了勤务常用
的交通指挥手势和队列动作，着力增强
交通手势和队列动作的熟练性和标准
性。指挥员边示范边讲解动作要领，及时
指出不足，细抠每一个细节，全体参训人
员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当中。

通过此次强化训练，参训队员在队
列、站姿、手势、警容风纪和执法形象等
方面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规范执勤执
法工作和树立良好的交警队伍形象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四川经济日报讯（倪欢 记者 钟正
有）在“放管服”改革中，德阳市公安局
经开区分局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
工作方法，通过一系列简政放权，便民
利民举措，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
率，让群众办事办证更加暖心、省心和
舒心。

德阳市场监督管理局陈先生对放
管服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感触颇深。今
年 4 月 10 日下午，陈先生到德阳市政
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办理更换印
章业务，按照《德阳市机构改革方案》
的有关规定，德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
局整合后需要新刻 43枚印章，该局工
作人员按照有关程序迅速为其开具了

《印章销毁证》，并在 30分钟内办理了
审批手续。

“我在大陆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终
于可以跟大家一样享受便民服务，这
项政策是真正的为港澳台同胞办实事
的好政策，太及时了。”市民陈某某激
动地说道。2018年 9月，陈某某前来该
局行政审批大队申领《港澳居民居住
证》，该大队大队长邹华按照要求对其
进行了照片、指纹采集，十分钟后，便

为其免费办理好了居住证申领手续。
为了更好地推进“放管服”改革，

该局行政审批大队针对近年来办理异
地居民身份证数量日益增加，服务对
象呈现多龄化的特点，并有未成年人、
老年人两种高低年龄段，这两类人群
在办理证件的时候容易受限的实际，
制定了专门的服务举措，指定专人负
责未成年人办证的节假日预约，老年
人办证的上门服务。2018年 5月，该大
队采取特事特办的举措，第一次使用
指纹离线采集仪，成功为德阳市区旌
湖名城一位孤寡老人办理了居民身份
证。2018年 6月，几名学生家长来电称
其小孩即将参加中考，身份证遗失，由
于平时课业繁重，无法前来办理身份
证，想利用周末前来德阳政务中心办
理身份证。得知这一情况后，该局行政
审批大队随即答应了学生家长的请
求，并在该大队领导的亲自带领下，为
多名中考学生办理了身份证。

为了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该
局还建立了群众评议工作机制，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改
善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5
月 10日，罗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
维露带队到蟠龙镇调研民生实事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

唐维露一行先后实地视察了青花
椒扩面、场镇风貌改造和三元桥维修
项目，听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项目推

进情况。
在座谈会上，蟠龙镇党委书记唐

强汇报了该镇民生实事票决制前期工
作开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唐维露对该镇有序推进民生实事
项目建设表示肯定。他要求认真做好
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积极推进各个

民生实事项目，通过民生实事、人大代
表票决制工作不断推进民主法治建
设；发挥主体作用，通过民生实事项目
的实施，充分调动人大代表参与监督、
履职的热情和选民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把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成群众满意
的民生工程。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蒋桃 记
者 童登俊 文/图）5 月 8 日，什邡市
残疾人“爱的翅膀”文艺宣传小分队
开班仪式在什邡市特殊教育学校举
行。

这支由什邡市残联和什邡市文
体广旅局共同组建的文艺宣传小分
队，经过前期的广泛宣传动员、层层
筛选，共有 25 名残疾人文艺爱好者
报名加入。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招募

了 5 名在音乐、舞蹈、乐器、朗读、手
语等方面有一定名望的志愿者老师
担任“指导老师”。

“爱的翅膀”文艺宣传小分队主
要的任务是讴歌党的伟大事业，宏扬
新时代残疾人感恩、奉献、不屈、奋斗
的精神。让“折翼的天使”把党和国
家、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大爱传递。同
时培养残疾人文艺新秀。

开班仪式上，残疾人学员代表孙

俭感言道：“我从小就喜欢舞蹈，因为
身体原因，没有机会走上舞台，今天
能参加这个团队，我一定不负重望，
张开爱的翅膀，在爱的海洋里载歌载
舞，自由飞翔，以我们特殊的方式表
达对党的感恩之情！”。

开班仪式结束后，召开了什邡市
残疾人文艺宣传小分队“我为‘爱的
翅膀’代言”主题班会。残疾学员们纷
纷上台展示自我技能。

南部县法院巧“布局”老赖异地“落网”

德阳经开区公安分局
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

罗江区人大常委会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德阳经开区公安开展“迎庆”专项行动
什邡市组建“爱的翅膀”文艺宣传小分队

遗失公告

●四川省优 家居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83000491601）遗失作废。

●四 川 省 优 家 居 有 限 公 司 公 章（编 码 ：
5106820005446）、财务章（编码：5106820005447）、法
定代表人杨亚菊名章（编码：5106820005448）遗失作
废。

●峨眉山市双福镇新华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编
码：5111815002565）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九玲冰粉冷饮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111810031057）遗失作
废。

●洪雅县峰汇石膏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3575297992T）遗
失作废。

●犍为学良木材经营部（经营者：张学良）个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123MA6581FK8X）遗失作废。

●汉源县心悦车行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3124600165404）遗失作废。

●成都金牛区厨房用品供应站（经营者：李卫
东）个体营业执照正本（2000年1月17日核发，注册
号：5101063500832）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李文龙个体营业执照正本
（2017 年 10 月 11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802MA63P88Q21）遗失作废。

●丹棱县彭良方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
识别号：51113119760122162X）遗失作废。

●丹棱县邵马兰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
识别号：511126197611092920）遗失作废。

●丹棱县邵马兰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2
年5月15日核发，注册号：511424600053162）遗失作
废。

●丹棱县极品干锅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51113119810331282201）遗失作废。

●丹棱县极品干锅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6年9月7日核发，注册号：511424600095430）遗
失作废

●丹棱县超超服装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7 年 6 月 12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24MA6596913K）遗失作废。
●丹棱县铁脑壳饭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7 年 5 月 17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24MA6596TK60）遗失作废。

●四川省冒金花食品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4020028626）遗失
作废。

●东坡区地中海生态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511402200316）遗失作废。

●眉山市锦洪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68986048）遗失作废。

●眉山市车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1402MA66LX577E）
遗失作废。

●犍为县三和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贸易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123000017010）
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刘峰，法人章（号：5132280000440）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黑水县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办公室，公章（号：
5132280000438）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成都金斗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678810236XQ）不慎遗失发票领购
簿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100141140发票号

码04503612到04503618）共七份，特此登报声明。
●大英县明鑫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36735469644）；
公章（编码：5109230001916）；黄泉丰法人印章(编
号 5109239000801)；法人身份证（姓名：黄泉丰，号
码：330219196501080032）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
明。

●峨眉山市天天按摩店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4YECE67）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经营者：夏天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1025640101314）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父亲：向虹全，母亲：曹静之女：向妍霏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资阳市安岳县妇幼保健院出
生，现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10691036），声
明作废。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遗
失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于 2015年
10月10日开具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发票代
码:5100151320，发票号：17064211，金额：4850元；于
2016年1月13日开具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
发票代码：5100152320，发票号：04535734，金额：
64068 元,；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开具的手工发票壹

份，发票代码:251011551022，发票号：01393523，金
额：63000元，声明遗失。

● 成 都 正 琪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
915101063430733328）不慎遗失四川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100153320；发票号码：15726162-
15726166）共计五份，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劲，荥经县新百伦体育用品专卖
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3123600101019）遗失作
废，特登报声明。

●都江堰市聚源镇导江社区第一农业合作社
都 江 堰 市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法 人 证 书 ( 编 号:
510181060301)副本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聚源镇普星社区第十三农业合作
社 都江堰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证书 (编号:
510181060113)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泸定县智远教育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年5月14日经投资人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原 1200万元减少至 1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泸定县智远教育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清算公告

经本合作社 2019年 5月 13日成员大会决定申
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合作社
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合作社办理有关手续，过期
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乐山市五通桥区麒益芋头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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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留学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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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安县五二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才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