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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
30日5时在四川
省都江堰市胥家
镇八颗树街 19
号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姓名:无,出
生日期2012年6
月30日，身体健
康。

请 孩 子 的
亲生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都江堰市政务中心民政局窗口
联系，联系电话（028）61929035，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都江堰市民政局
2019年5月29日

弃婴公告

遗失公告
●四川省汉源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

用章遗失作废。
●四川省汉源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编

码：5131242900055）遗失作废。
●汉源县串掌门砂锅串串香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3124600187998）遗失作废。
●荥经县曹懿个体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3123600049468）遗失作废。
●九寨沟县潮童童装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3225MA631QH720）遗失
作废。

●仁寿县文林镇蜂蜜雅旭食品经营部营业执
照（注册号：511421600323890）遗失作废。

●青神县雅邦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
废。

●青神县益福康大药房《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114250007118）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玉楠茶业种植集体经济专业合作
社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511181MA66T9GJ3P）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玩家国度网吧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MA62804U4F）遗失
作废。

●威远县米粒儿中式快餐店（负责人：郭玉香）
《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110240010280）遗失作废。

●威远县一小时通讯经营部（经营者：韦平）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024MA6911TX97）遗失作废。

●威远县良英副食店（经营者：袁良英）个体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024600216685）遗失作
废。

●威远县李玲个体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1024600236088）遗失作废。

●四川七色花轻工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118025004501）遗失作废。

●雅安市众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码：5118025028381）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王勤荣小吃店（经营者：王勤

荣）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 3月 30日核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802MA633PK883）遗失作
废。

●雅安市雨城区相当火风味火盆烧烤店（经营
者：陈武）个体营业执照副本（2017 年 4 月 27 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802MA65877U5H）遗
失作废。

●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
据号码（0477465996）一式三联遗失作废。

●经营者：易翠枝，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2UKEY5P）遗
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沙沙烧烤店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4UJWA27 ）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升凯建材经营部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4JULX0J）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曼纱布艺生活馆，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77Y0F8K）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苏式生活符汶副食超市 ，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43PR329）
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都江堰市圣谛浴足店营业执照 (注册号
510181600321619)正本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实强汽修厂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10194701)遗失作废。

● 都 江 堰 市 柒 号 酒 吧 公 章 ( 公 章 号:
5101810024253)遗失作废。

撤销清算组备案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撤销 2018年 12月 3日的清

算组备案。
特此公告

眉山市兴川路桥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注销公告
下列企业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注销。
企业名称：雅安市乐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大北街 24 号二层附 204、

205号
法定代表人：王昭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2MA62C2YN55
注销日期：2019年5月28日

四川省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四川天府新区
发展改革创新中心、四川省项目投资交易中心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5月27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四川省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四川天府新区发展改革创新中心
四川省项目投资交易中心

2019年5月27日

成都简韵清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MA6B63YA7N）经股东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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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简韵清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减资公告
经四川天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29202666564T）股东会决定：四川天邑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元减
少至叁仟贰佰万元。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四川天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原3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106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
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偿债
权的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四川唯实房产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9日

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9年 5月 28日决定解

散，并依法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黄德治、彭金
仲，清算组负责人为黄德治。请本合作社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特此公告
夹江县荣发林业专业合作社

2019年5月29日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9年 5月 28日决定解

散，并依法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沈永强、李远
华，清算组负责人为沈永强。请本合作社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特此公告
夹江县绿芽茶叶专业合作社

2019年5月29日
峨眉山长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181MA6284BE96）于2019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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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长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成都市永盛完美石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29MA6CP1Y12H）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
股东研究决定解散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人、债务人
前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成都市永盛完美石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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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博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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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卓越家政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经本合作社研究决定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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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范天良养鸡专业合作社

2019年5月29日
经本合作社研究决定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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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汉源县富厚五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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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东坡区星起点艺术培训中心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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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彭山巨力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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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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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苏商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四川大元机电有限公司金属装饰制品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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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开展《四川大元
机电有限公司金属装饰制品生产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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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uojiang.gov.cn/News/Show.asp?id=29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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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联系电话：
15386607780；通讯地址：罗江县金山工业园区金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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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uojiang.gov.cn/News/Show.asp?id=29801 网
站可获取公众意见表。

四川经济日报讯（穆霖葳 记者 钟
正有）一直以来，落实法律援助律师值
班制度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广汉市委、市政府采取购买社
会服务的方式，由司法局先后在市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市法院、市检察院、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市看守所、市劳动争议
仲裁院、市政务服务中心、高新西区法
律援助工作站建立律师值班机制。

每个工作站（室）均安排律师事务

所律师驻场值班，方便人民群众咨询法
律问题、办理法律事务。从2月19日起，
8个法律服务工作站，共安排援助律师
值班280余人次。

该市切实为百姓提供精准普惠的法律
服务，动员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所等9家法律服务单位参与法
律援助民生工程，由司法局进行严格考核，
考核结果与法律服务单位的年度注册挂钩，
并对优秀法律服务单位进行表彰。

该市对各司法所、部分乡镇公共法
律服务站、村（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室进
行规范化建设，规范标牌标识，明确功
能职责及人员配备，逐步实现基层公共
法律服务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目
前，全市已完成 18 个司法所规范化建
设，10个司法所被评为全省规范化司法
所，已完成法律援助服务人次 1557 人
次，完成法律援助案件 131 件，完成其
他法律援助事项1295件。

四川经济日报讯（阳廷志 记者 钟正
有）近日，中江农民工顾某向广汉市法律
援助中心打来电话，称其最后一笔工伤
赔偿款4万元已从用人单位收到，并再次
对援助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顾某工伤赔偿案是广汉市法律援
助中心在 2018 年 7 月受理的一起农民
工维权案。

顾某系广汉市小汉镇一企业的员
工，于 2016 年 11 月与该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从事立车工种，并由该企业派遣
到企业设在东方汽轮机厂内的隔板分
厂上班。2017年 8月 28日，顾某在骑行
摩托车从其居住地前往隔板分厂上班
途中，与刘某所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顾某受伤。后经交警认定，
刘某承担全部责任，顾某不承担责任。
同年 11 月，顾某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
伤。2018年1月9日，顾某与刘某就此次
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协议。2018年 7
月 6日，顾某的伤情经德阳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十级。顾某要求

用人单位给予工伤补偿遭拒。
广汉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该案后指

派中心专职援助律师承办该案。承办律
师在收集相关证据基础上，代顾某向广
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工伤补偿
仲裁申请。2018年 9月 4日在仲裁庭开
庭审理过程中，因用人单位及顾某本人
均误认顾某在受伤时，用人单位已为顾
某参保了工伤保险，于是在双方自愿调
解的基础上，由仲裁委作出调解书：一、
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顾某工伤各项补偿
费3万余元；二、符合工伤报销条件的工
伤补偿费（4万余元）待向工伤保险基金
申报，拨付到账后由用人单位转付顾某。

双方接到调解书后，在向工伤保险
基金申报时才发现，顾某受伤的当月，
用人单位并未以其名义对顾某进行工
伤参保，不符合工伤基金报销条件，导
致调解书第二项无法履行。

顾某的权益应该如何得到保障？一
方面，仲裁委无权撤销其自己作出的调
解书；另一方面，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书也于法无
据。本案一时陷入了僵局。

承办律师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和案
例后，确定了由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调解
书第二项，而后再行提起诉讼的思路。
于是承办律师向广汉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仲裁委的调解书。广汉法院强制执行
调解书第一项后，对调解书第二项裁定
不予执行。接到裁定书后，承办律师依
法就未执行部分再行向广汉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用人单位就工伤保险基金未
报销部分主张权利。2019年 4月 24日，
广汉法院就该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开庭审理。在审判法官和承办律师向双
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顾某与
用人单位达成调解协议：用人单位一次
性支付顾某工伤补偿费用 4万余元，于
2019年5月20日前支付。

在履行期届满的前夕，用人单位足
额向顾某支付了工伤补偿费。一起耗时
大半年的农民工工伤维权案就此划上
了圆满的句号。

旌阳检察院启动“携手关爱
共护明天”检察开放日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任思雨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德阳市旌阳区检察院开展了
以“携手关爱，共护明天”为主题的检察
开放日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省市人大代表，市、
区政协委员，区关工委、区教育局和区妇
联领导，辖区内小学师生家长代表共 20
余 人 参 加 。代 表 们 先 后 参 观 了 该 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办案区、楼道检察
文化、新媒体工作室、检委会工作室、未
检办案区、院史馆。通过讲解，代表们对
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情况和职能，办理
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律政策以及未成年人
案件特殊程序和制度有了初步了解。

代表们还观看了该院自制未检微电
影《悬崖》，听取了干警以西游记故事改
编的法治趣味课。同学们纷纷表示学到
了许多法律知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
中会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该院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改
革，于2018年成立未检“旌心”团队，综合
开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预
防、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等工作。代表们
建议强化检察机关与各机关、各学校之间
的双向沟通联络，积极参与校园和周边环
境整治，打击违法黑网吧、黑心食品商家，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

广汉市小汉镇检查宗教
场所消防安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
步加强宗教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宗教场
所人员安全意识，近日，广汉市小汉镇组织
镇安办、镇派出所、村（社区）相关工作人员
对辖区内宗教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辖区内宗教场所的消
防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器材是否按要求
保养、电器线路铺设情况、宗教活动使用
明火情况进行检查，并检查了消防安全
制度，现场出题测试从业人员对消防安
全知识及消防设施使用的掌握情况。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下达了安
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宗教场所责任人
及时进行整改，督促村（社区）有关工作人
员协助进行整改，确保宗教活动场所安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 者 钟 正
有）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5
月 24 日下午，德阳经开区旌东街道
党政领导到德阳五中、七中进行走
访慰问，给孩子们送上了节日的礼
物和温馨的祝福，并向辛勤工作的
园丁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在德阳五中，街道党工委书记张
顺友、办事处主任田裕波为孩子们送
上了节日慰问品，提出了殷切的希

望。沿着学校博驰大道、艺术长廊参
观校园，徐永杰校长介绍了校园文化
建设、特色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成绩
等方面的情况，大家商议了下一步推
进区域化大党建和校地共建的思路
和举措。

随后，张顺友一行来到德阳七
中，为孩子们送上慰问品，听取了校
长龙小章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介绍，
就深化校地共建达成了广泛共识。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5
月 27 日上午，绵竹市安委会办公室组
织市文旅局、市综合执法局、市交警大
队等相关部门现场协调诸葛双忠祠消
防通道堵塞问题。

协调组一行现场查看情况并了解
原因，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整改措施：在
诸葛双忠祠广场规划停车车位，规范停
车秩序；增设标识标牌，设置禁停区域；
加大宣传教育，严禁乱停乱放；加大乱

停乱放处置力度，形成威慑力量。
协调组强调，诸葛双忠祠既是该市

旅游景点又是文物保护重点，各部门
（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职尽责，做
到守土有责，切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

广汉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便民利民

法律援助给力 广汉农民工工伤终获赔偿

绵竹市安办现场督办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周雅
涵 记者 毛春燕 文/图）“拒绝毒
品，珍爱生命……”近日，威远县职
业技术学校操场内，200 余名师生
在县公安局禁毒民警的带领下，庄
严宣誓。

为切实推进毒品预防教育“6·
27”工程，增强在校师生及青少年
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威远县公安
局联合法院、检察院、教育和体育

局走进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拒
绝毒品 护航青春”主题宣传活动。

在威远县职业技术学校临时巡
回审判庭内，由威远公安禁毒大队
侦办的“兰某贩卖毒品案”庭审宣布
开庭。在庭审中，结合案情开展现场
说法教育，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
而又深刻的禁毒警示教育课。同时，
县教育体育局组织全县3万余名师
生同步收看了庭审直播。

威远县举办
“拒绝毒品·护航青春”主题宣传活动

德阳经开区旌东街道开展“六一”走访慰问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