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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倪欢 记者 钟
正有）为进一步推动德阳经开区“云
剑”行动有序开展，保证“迎庆”系列
安保行动取得实效，保障近期全国全
省系列重要会议顺利召开，确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庆社会治安大局平安
稳定，7月 9日下午，德阳市公安局经
开区分局迅速组织召开2019年“云剑”
集中清查抓捕逃犯行动推进会。会议
由该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焦飞侠主
持，各处室队所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宣读了该分局《2019“云剑”
集中清查抓捕逃犯行动方案》，从指导
思想、组织领导、行动时间、工作重点、
工作要求等五个方面对“云剑”行动进
行安排部署。焦飞侠围绕全国、全省、

全市“云剑”行动和省厅“迎庆三号”专
项行动工作要求，对分局扎实开展“云
剑”行动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充分认
识“云剑”集中清查抓捕逃犯行动的重
大意义，“云剑”行动是“迎庆”系列专项
行动的实战型延伸，力求通过行动，有
效挤压在逃人员的藏匿空间，有效减少
在逃人员的数量，降低在逃人员潜在的
社会危害性；二是要将行动与“扫黑除
恶”“一标三实”等工作结合起来，广泛
宣传和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统筹兼顾，
全面推进；三是要全面梳理全区逃犯信
息，各警种通力协作，充分利用大情报、
网安、技侦等数据平台进行研判分析，
在突显重要线索的在逃人员要详细制
定抓捕方案，确保缉捕到位。

德阳经开区公安分局
推进“云剑”行动有序开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倪欢 记者 钟
正有）为深入贯彻落实“枫桥经验”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强社会管理创
新，按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
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7月 8
日上午，德阳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与
市仁竞律师事务所等单位举行借助

“枫桥经验”助推人民调解进派出所工
作座谈会。

会议就人民调解进驻派出所业务
工作，参会的法律援助部门与公安部
门进行了深入探讨。

德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马建平
指出，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有利于深化

“平安德阳”建设，有利于减轻基层派
出所负担、有利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马建平强调，大力推动人民调解进派
出所工作顺利开展，以实现接处警与
人民调解工作“无缝对接”，同时要抓
好规范化建设。坚决做到依法调解、规

范调解和公正、公平、公开，切实把派
出所人民调解室建成民警联系的桥
梁、为民办事的窗口和矛盾化解的阵
地，为“平安德阳”保驾护航。

法律援助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援助部门将按
照相关标准，与公安部门一道加强调
解室建设，将人民调解组织架构、人民
调解流程、人民调解工作制度等规章
融入公安派出所工作中。

德阳经开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坚持“小的矛盾不出小区，
一般矛盾不出社区，大的矛盾不出经
开区”原则，可以有效预防矛盾的升
级、激化。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民警将
会从非警务纠纷中解脱出来，将会有
更多的警力查办案件，辖区内的民事
纠纷及治安、刑事案件会越来越少，尤
其是矛盾纠纷引发的“民转刑”案件将
会大幅度减少。

四川经济日报讯 （雷杰 记者
钟正有）为确保民政各项惠民惠农
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增进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广汉市民政局扎实推进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工作，从 2019
年 7 月起，该民政局 8 类 11 项惠民

惠农补贴资金全部通过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发放。截至 7 月 10 日，最低
生活保障金、特困人员供养金、孤儿
生活费等三类资金共计 277.21 万元
已全部发放到户主或本人的社会保
障卡中。

广汉市民政局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实现“一卡通”发放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
有 文/图）德阳市旌阳区交警大队立
足辖区实际，全力加强极端天气道路
交通应急管理，全面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发生。

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
旌阳交警大队成立了防汛工作领导

小组，具体负责汛期工作的研究、部
署、指挥、协调等工作。

科学部署警力，强化路面管控。
将警力下沉到路面秩序中队，加强对
辖区主要线路特别是山区乡村道路
的巡逻管控力度。

密切部门协作，强化隐患排查整

治。该大队加强了与区交通等部门的
密切协作，建立了联勤联动工作机制。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该
大队组织民警深入各客货运企业开展
道路安全教育培训，提高驾驶员交通
安全意识，及时发布路况及交通管理
信息，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

罗江区略坪镇开展敬老院
消防安全培训暨演练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尹红 记者 钟正
有）为提高敬老院职工及老人的安全意
识、防灾自救能力，德阳罗江区略坪镇政
府特邀请该区消防大队在镇敬老院开展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

培训会上，该区消防大队彭警官就
火灾防范要点、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及如
何进行火灾逃生、疏散撤离等知识进行
了详细讲解。随着警报声响起，住在各个
房间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手拿湿
毛巾，捂住口鼻，井然有序地按规定线路
进行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随后，消防队
员在空地上制造着火点，敬老院工作人
员及有能力的老人们轮流拿着干粉灭火
器，按照使用规范将喷射口对准火苗根
部将火扑灭。

通过培训及现场演练,全体职工和
老人熟悉了处置程序、逃生技巧及疏散
线路、掌握了灭火器材使用方法，进一步
增强了老人们的火灾防范意识，提高了
应急自救和逃生的能力。

绵竹交警开展客运站周边
非法营运车辆整治行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李娇 记者 钟
正有）为切实维护绵竹市客运站周边道
路交通秩序，有效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0
日上午，绵竹交警大队在客运站周边开
展火三轮乱停乱放违法行为整治行动。
该大队结合辖区实际，重点对汽车站周
边存在的非法营运车辆、站外揽客、黑三
轮扎堆等造成交通秩序混乱的违法行为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民警对出租
车、火三轮、超员、超载、酒驾、无牌无证
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逐车检查登记，对
车站周围占道停放出租车辆、火三轮进
行劝离、教育和警告。同时加强宣传力
度，提高广大群众对非法营运车辆的识
别能力，进一步增强群众对乘坐超员车
辆危害性的认识，倡导广大群众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和不乘坐各类非
法营运“黑车”和超员车。

此次行动中，绵竹交警共出动警力
8人次，检查车辆80余辆，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15余起，发放宣传资料150余份。

南部一驾校教练
醉酒驾驶被判刑

身为驾校教练，本应以身作则遵守
交通法规，言传身教，但却上演酒后驾车
一幕，令人痛心。

2019 年 2 月 8 日 15 时许，南部县某
驾校教练袁文健在醉酒未清醒的情况
下，驾驶川A学号小型轿车搭乘王志祥
行驶在一乡镇道路上，途中车辆侧翻，造
成两人受伤。王志祥经送医院救治无效
死亡，经鉴定，王志祥死亡原因是急性酒
精中毒。袁文健犯危险驾驶罪被南部县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据悉，南部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正在
开展为期8个月的全县驾培行业专项整
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经检查驾校 6家、
暂扣车辆2台，暂停驾校1家。 （游弋）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 （刘艺萱
记者 汤斌）7 月 11 日，记者从资阳市
公安机关“净网2019”专项行动新闻通
气会获悉，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市
侦破各类涉网刑事案件9件，刑事拘留
33人，查获公民个人信息近300万条。

据了解，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该
市公安机关积极谋划，主动作为，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破获了一批涉网案件，
打掉了一批涉网犯罪团伙，切断了多条
网络黑产利益链条，督促了重点网站、
服务商等联网企业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加大了对互联网
的巡查力度，全力确保了全市网络生态
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清朗干净。

据介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市
先后侦破黑客攻击案、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网络诈骗案等各类涉网刑事
案件9件，其中破获省督“2019.03.08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等网络侵犯公民
个 人 信 息 犯 罪 案 件 5 件 ，破 获

“2019.06.20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黑客犯罪案件1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案 1 件，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2
件。刑事拘留33人，查获公民个人信息
近300万条，暂扣手机50余部、电脑20
余台。

全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1600余
人次，对 79个信息系统单位、715个户
外 LED 显示屏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发

放《网络安全责任告知书》79份，发现
网站漏洞隐患 3929个，其中中危及以
上漏洞 148个，下发《网络安全风险告
知书》46份，督促46个单位完成网站漏
洞风险整改。

同时，资阳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在新
浪微博、今日头条、百家号、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社交平台上运行，今年已在
各平台发布宣传文章814条，回答网民
咨询29人/次，接受网民举报10人/次。

据悉，下一步该市公安机关将继
续突出侦查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这条主
线，加强监察管理，加强网警巡查，形
成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专项行动取得
实效。

公 示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鑫

苑项目住宅即将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
签约办证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欢迎电话
或现场咨询项目购房登记规则、摇号选
房细则等相关事宜。

咨询地点：天府新区菁蓉北一街229
号天府新经济产业园B区1-6号楼1楼

咨询电话：028-85737799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9年7月25日14：00在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35号
会议室以现场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机动车4辆（丰田1辆、别克2辆、江铃全顺1辆），拍卖参考
价：1.0—2.8万元/辆，保证金：1万元/辆，存放地：德昌、会东、会理、泸州。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在标的现场展示，
资料向我公司索取。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7月24日16:00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
至指定账户，凭有效证件和交款凭证于拍卖前一日17:00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报名手续。

详情可查“www.jslpm.com”及微信公众号“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查询。
咨询电话：028-86699706、13980846152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遗失公告

●汉源县富厚五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3124NA000644X）
遗失作废。

●威远县钟方鳞个体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58RN14D）遗失
作废。

●东坡区乔乡人家农副产品经营部（经营
者：冯旭梅）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1402600190813）遗失作废。

●乐至县淘气堡儿童玩具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2022600204881）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贾明清遗失成都通信要害生产区临时
出入证，证号LA47142，声明作废。

● 翁 琳 林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421002199305051427，声明作废。
●范少芬位于邻水县鼎屏镇人民路南段

11 号 3 层 2 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邻鼎国用（2014）第041号］遗失作废。特此
公告。

●都江堰市彭昌银货运服务部营业执照
(注册号:510181600402126)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省紫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91510106MA62NFA0XU），不慎遗失空白
发票两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
代码：5100171320，发票号码：20680975；增值
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代码：
5100191130，发票号码：0265902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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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吉祥木业有限公司
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高家村
法定代表人：梅树华

注册号：513101000003786
注销日期：2019年7月11日

清算公告

邻水县阮家湾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511623NA000366X）决定申请注销。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请本合作社债权
人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责任自
负。

特此公告
邻水县阮家湾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9年7月12日

声明公告

本人：邓筱柔，原四川漫象影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因该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
向公司登记机关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若有人继续以公司名义签订商务合作或债权、
债务事宜，未经本人签字加盖合法印章，所签
订一切合同、协议、文件等，本人均不予认可。

请注意核实。
声明人：邓筱柔

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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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禾鑫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现企业名称：四川琳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光华山路 109

号7幢3层301号
现法定代表人：何敏
现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公路工程、隧道工程、地基基础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铁路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环保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古建筑
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
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桥梁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机电工程、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水利水
电机电安装工程、河湖整治工程、输变电工程
施工；土地整理服务；水污染治理；建材销售；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施工劳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29MA6CEP3B2U

变更日期：2019年7月11日

德阳市经开区公安学习“枫桥经验”
大力推进人民调解进驻派出所工作

资阳公安“净网2019”侦破刑案9件刑拘33人

旌阳交警大队加强极端天气道路交通应急管理

每当晨曦初露或夜幕降临，营山县
城西边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到体育公
园，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健身强体，形成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很难想象，昔日大家避而远之的
‘垃圾场’，如今变成漂亮的体育公园，
吸引了众多居民来休闲健身。”居住在
营山县城绥安大道附近一小区七旬居
民王志超老大爷说，他早晚都要过来走
两圈，感觉特别安逸！

据了解，该垃圾填埋场名为兴隆

山垃圾填埋场，建于 1984 年，距县城
仅 3 公里，经几次扩容，占地面积达到
50 余亩，处理垃圾的方式为露天堆码
以及简单推土覆盖。由于处理技术落
后，对水源、土壤等存在较大影响。该
垃圾填埋场位于县城核心区，不仅制
约了城市发展，还严重影响了周边居
民的生产生活，关闭垃圾填埋场实在
是迫在眉睫。

为此，营山县启动实施城乡生活垃
圾压缩转运一体化项目，总投资1.45亿

元，在距离县城 7公里的茶盘乡道林村
新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该垃圾处理
场占地 170.5 亩，总库容 143.52 万立方
米，采用卫生填埋处理工艺，日均处理
垃圾 250吨。各乡镇生活垃圾经过压缩
中转后，将运到这个垃圾处理场进行集
中处理。随着新建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场投入使用，营山着手对兴隆山垃圾填
埋场进行封场治理。

据悉，营山县投资 6030 万元对原
兴隆山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主要内容

包括垃圾堆体整形与处理、渗滤液收集
与处理、雨污分离系统、气体导排系统、
封场覆盖系统、绿化与植被恢复系统
等。封场整治完成后，该处成为市民休
闲、健身的城市绿地。同时，投资 3亿元
建设兴隆山山地公园，以“运动、健康、
生态、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和“森林运
动绿核、悦动乐活空间的设计定位，打
造营山最具活力、最具性格”的城市生
态运动区。

据了解，此公园以体育、休闲、运

动为主题，超越了一般公园的功能，
有机地将绿地与运动结合在一起。公
园呈现出“一轴”（核心活力轴）、“两
带”（湿地缓冲带、开放带）、“五区”
（多彩花园区、缤纷都市区、生态湿地
区、活力运动区、山地运动区）的总体
景观结构，既创造出优美而内涵充实
的环境，又让人们在优雅的环境之中
运动，使人、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更
加协调和谐。

彭杰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垃圾场变公园 营山再添休闲健身好去处

加强对道路的巡逻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