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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江安县江安镇颐和轩养生馆单位专用章（编
号：5115235009130）遗失作废。

●青神县建华盆景批发部负责人徐建私章遗
失作废。

●张仁和（身份证号：511131197102030810）税
务 登 记 证（国 税）正 、副 本（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51142458424549X）遗失作废。
●眉山市袁进东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1400600102834）遗失作废。
●乐山市泰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11100000054978）遗失作废。
●汉源县自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13124NA000423X）遗失作废。
●邻水县敬博日用品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1623900208021）遗失作废。
●邻水县琴文日用品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1623900204502）遗失作废。
●四川省九寨沟县九香茗茶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3225000002284）遗失作废。
●四川省九寨沟县九香茗茶

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
失作废。

●四川省九寨沟县九香茗茶
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遗失作废。

●宜宾市蜀南竹海曾记小卖
部（经营者：蔡冉）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2016 年 12 月 12 日核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500MA62AD3C78）遗 失 作
废。

●宜宾市蜀南竹海观佛小卖

部（经营者：曾桥）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6年12
月 19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500MA62AEFWX8）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洪平血旺椒麻鸡小吃
店（经营者：张燕）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09年 5
月11日核发，注册号：513101600062459）遗失作废。

●四川亿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18025029707）遗失作废。

●眉山市锦鑫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
正、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 0035679 号）遗失
作废。

●眉山市祥隆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
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0071887号，车牌号：川
Z56589）遗失作废。

●眉山艾欧尼亚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511402200347）遗失作废。

●四川威翼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号：5138005003363）遗失作废，法定代表人刘智名章
（编号：5138005003364）遗失作废。

●四川威翼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眉山分行，账号：
88140120003455848）遗失作废。

●眉山市光辉青山养鸭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1402MA62J3G03K）
遗失作废。

●东坡区虹光工艺品厂（经营者：陈建）个体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402600196630）遗失作
废。

●眉山市东坡区卓越通讯器材经营部（经营
者 ：郑 宇）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注 册 号 ：
511402600269712）遗失作废。

●中江县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 2017年 3月 6
日核发的段魁虎《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0623MA622PDL3A）遗失作废。

●王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证号:
510402196810285979)遗失作废。

●周守福伤残军人证（证号：川军A006691 流
水号:NO.00566445）遗失作废。

●杨雪 杨思洁 滨江丽景 5-2-3-5收据(收据
号:8006253金额:14527.61元)遗失作废。

● 王 成 东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370686198606180759，声明作废。

●金牛区七八公社酒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6MA6DG5MW26）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梁浩（身份证：640321198508101317）不慎遗
失水利水电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B证【证件编号：
川水安B（2016）00696；职务：项目负责人】特此登报
声明作废。

●宁南县葫芦口镇飘香荤豆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3427MA67UX69X6）
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清算公告

经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9年 6月 11日召开成
员大会一致研究决定解散合作社，已成立清算小
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前
来申报债权。

合作社住所：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白衣村三组
联系人：古文娟
特此公告

大邑县良仔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9年6月12日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决定
解散，并依法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汪佐成、
游仲均，清算组负责人为汪佐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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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江县东升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6月12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为李年康、张丽娟、陈红跃，清算组负责
人为李年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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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九寨沟县九香茗茶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变更公告

下列企业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其
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原企业名称：雅安市大石板电厂
现企业名称：雅安市大石板电力有限公司
现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南郊乡高山村一组
现法定代表人：徐亦迅
现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2210904286Y
变更日期：2019年6月11日

减资公告

都江堰福万家福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81064319133G)股东会决定：都江堰福
万家福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佰万元
减少至贰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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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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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江堰福万家福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依照《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于2019年6月19日上午

10:30在指定地点对车辆一批进行公开拍卖，竞买者应于2019年6月18日
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缴至我司指定帐户并缴纳300元/辆的资料
费，持有效证件方可在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取得竞买资格。

展示及报名时间：2019年17-18日（10:00-16:00）车辆停放现场进行展
示和办理竞买手续。备注：车辆以现状进行拍卖和移交，车辆存放时间过长可
能存在故障，需买受人自行了解和维修。过户涉及的过户费用及代办费每车
1000元/辆由买受人承担。

电话：13389609381苏老师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
文/图）德阳市旌阳区交警大队近日组
织辖区中铁二十一局、十一局三绕项
目部、德阳开发区布洛肯有限公司、德
阳铭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德阳欣
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
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德和运业共 7家
企业负责人召开了重点企业约谈会。

会上，该大队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绵竹“6.2”较大交通事故情况，分析
了目前辖区交通安全形势，对企业负
责人进行提醒告诫，压实主体责任，
督促企业整改，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

患，坚决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

该大队负责人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要求：一是明责任、查隐患、强措
施、守红线。这个红线就是不发生重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以及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竭尽全力防范较大道路交
通事故。二是企业必须对驾驶人和
车辆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核查、清理，
务必做到车辆、驾驶人在可控状态
内，并于 6 月 15 日前整改或清退违
法违规从事运输活动车辆，并约束
聘用车辆依法依规从事道路运输经

营活动，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公安机
关发现后将依法严肃处理。三是企
业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强化企业内部驾驶员及
车辆管理。

会后，该大队向企业负责人发
送了《德阳市公安局旌阳区分局交
警大队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
被约谈的相关单位负责人纷纷表
示，在下一步工作中抓好安全生产
源头管理，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杜
绝违法行为发生，共同保障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

旌阳区交警
持续整治酒驾行为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
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德阳市旌阳区
交警大队近期持续开展整治酒驾及其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为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执勤民
警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开展工作。以流动
检查、固定设卡等方式，对过往车辆做到
逢车必查，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零
容忍”处罚到位。执勤民警还对查处酒
驾、醉驾实行全时段、全路段覆盖，让酒
后驾驶成为司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
线，更有效地使交通参与者远离酒后驾
车带来的危害。整治行动有效打击了酒
驾违法行为，为创建安全和谐的道路交
通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绵竹市行政审批局
创新服务模式服务民营企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绵
竹市行政审批局大力创新审批服务，不
断提升审批效能，近期开通“马上办、加
速办、省心办”的绿色通道，助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6月5日，该局德阿园区分局工作人员
按照“为企业服好务，让企业少跑路”和“提
前介入、提前服务、上门服务”的服务精神，
主动到龙港物流（东西合作项目业主方）下
榻饭店与业主方代表了解投资项目详情和
企业诉求，并配合业主方工作人员完善办
理营业执照所需的审批要件。最后通过行
政审批局开通的民营经济绿色通道，当日
内办理完毕。受业主方委托，该分局工作人
员为不耽搁业主方的投资考察计划，利用
下班时间为其制印章，并垫付了刻制印章
款。6月6日上午8:05分，该分局工作人员
将营业执照和印章送到业主方手上时，业
主方代表母光利会长感慨地说，绵竹市行
政审批局代办服务效率高，服务好，让我们
仅仅1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而且连印章都
帮我们制好了。业主方表示将尽快在园区
落地，助力绵竹经济发展。

中江县启动
禁毒集中宣传月巡演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谢静 记者 钟正
有）6月 11日上午，由中江县委宣传部、
政法委，县禁毒委员会主办，中江县文旅
局、教育局、卫健局、交通局、公安局、电
视台、龙台镇联合承办的中江县 2019全
民禁毒集中宣传月活动乡镇文艺巡演在
龙台镇文化广场举行。

该县文化馆排练的小品《说禁毒》、歌
伴舞《你可知道》等节目参加了此次活动，
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毒品的
危害，教育群众远离毒品，倡导人们要坚决
有力地与制毒、贩毒等违法行为作斗争。

四川经济日报讯（姜露 记者 钟正
有）近日，什邡市司法局认真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健全行
政制度加强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文件
精神，提出：以抓好“行政执法队伍建
设”这个牛鼻子为切入点，在严格准入

门槛、强化教育培训、推进信息公开、加
强监督问责等方面下足功夫，努力建设
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行政执法人
员执法能力和水平，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市、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创造良好环境。

该局提出了具体贯彻措施：严格行政

执法准入门槛，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
格管理制度，做好行政执法证件清理换发
工作；强化行政执法教育培训，健全行政
执法人员培训机制，对持有《行政执法证》
的行政执法人员，组织各执法单位制定年
度培训计划并报市司法局备案；推进行政

执法信息公开，主动向社会公示取得行政
执法证件的人员名单，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执法时
主动亮证，否则行政相对人有权拒绝行政
执法行为；施行行政执法“三化制度”建
设，即行政执法程序化、质量化、标准化，

规范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登记、报告、统计
等文书，确保裁量标准一致和法治的统
一；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问责，建立和完善
行政机关层级监督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
任制、案卷评查制、过错责任制，拓宽监督
渠道，探索监督途径。

什邡市司法局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旌阳区交警大队约谈重点货运企业保安全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杜晓鹏 记
者 童登俊）近日，一场大型的义诊活动
在中江县石笋乡举行。中江县委宣传
部携手德阳市眼科和肿瘤医院中江分
院的医务工作者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
送健康。

赶集的群众围拢上来寻医问药，
医务人员顾不上长途跋涉的辛苦认真
进行诊断。德阳市眼科和肿瘤医院中
江分院院长鲍筱静告诉记者，开展“医

疗扶贫、健康扶贫”义诊活动目的就是
促进群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做到疾病
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半天时间，
医务工作者就为 200余名患者进行了
诊断，还将对 35名白内障贫困患者按
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费用减少和免
除。

活动中，石笋乡党委政府对当月
新评选出来的“爱卫生、保健康”贫困
户典型进行了表彰。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丁文君 记
者 陈家明）“除了每隔三天清漂队对
河面进行清漂保洁以外，我们还采取
定时和不定时的方式进行巡河。”近
日，自贡市越溪河荣县古佳乡段毛家
坝村清漂保洁员吴杰一边打捞沿河的
枯枝落叶一边说道。

据悉，古佳乡境内有越溪河和沙
溪河两条河流。沙溪河流经 11个村民
小组后汇入越溪河，在乡境内长 8 公
里，流域面积 3.2平方公里；越溪河流
经10个村民小组，在乡境内长8公里，
流域面积3平方公里。

该乡对沿河两岸排污口及河岸
城乡环境进行排查，对 51 处河岸垃
圾限期整改；整改河岸生活污水直
排 1 处；全面取缔禁养区规模畜禽
养殖 2 家，整治限养区、宜养区 3 家；
深入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及
农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取缔网箱
养鱼 11 箱。

“现在河里干净了，河面基本上看
不到垃圾和杂物，河岸两边的环境卫
生也好了。”家住荣县古佳乡毛家坝村
9组的毕德华见证了这几年来越溪河
古佳乡段发生的巨变。

荣县古佳乡从源头治理河流污染

中江县委宣传部携手医疗单位下乡送健康

会议现场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胡未 记者
陈家明）近日，共青团荣县县委组织部
分西部志愿者、树人小学 10余名小学
生到荣县旭阳镇敬老院开展爱老助老
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温暖。

志愿者们一早来到敬老院，平日
里清静的敬老院一下子热闹起来，一
片欢声笑语。现场，大家各司其职，有
的摘菜、洗菜；有的为老人打扫房间，
整理物品，陪他们聊天，给他们理发、
剪指甲；有的了解老人们的饮食起居、
身体状况。

临近中午，志愿者精心为老人们
准备爱心午餐，忙得不亦乐乎，一盘盘
热气腾腾的佳肴摆上了餐桌，大家一
起品尝美味。树人小学的 10余名小学
生还为老人们带来了文艺表演，逗得
现场的老人们哈哈大笑。

据志愿者甘梦熠说：“看着老人们
幸福和满足的笑容，每次内心都很感
动，更令我们懂得了人生的宝贵和青
春的短暂。我们应该感恩老人，珍惜人
生。我们以后会经常来敬老院和到社
区帮助老弱病残，奉献爱心”。

荣县志愿者走进敬老院爱老助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