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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自贡公交集团吉兴运业有限公司拟
对651台公交车驾驶区安装防护隔离设施安
装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确定成交供应
商。兹邀请符合本次竞争性谈判采购要求的
供应商参加谈判。

一、采购项目：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安
装项目

采购编号：ZGGJCG2019-020A
二、采购人：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自贡公交集团吉兴运业有限公司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四、采购资金：企业自筹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详见采购文件）
六、采购文件获取：
自贡公交网（www.zgbus.net）下载获取。
七、提交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 14:00 前

将响应文件送至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自贡
东站自贡公交集团公司 408室招标办（不接
受电子邮件）。超过期限的为无效文件

八、评审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年8月20日14:30
地点：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大山村 1

组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十、公告发布：在四川经济日报和自贡

公交网（www.zgbus.net）公开发布。项目变更
和评审结果在自贡公交网（www.zgbus.net）
公告。

十一、联系方式：
黄先生：18708382821 0813-8105211
吴先生：13990062111 0813-8208332
联系地址: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大山

村1组（自贡东站）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公交车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安装项目采购公告遗失公告
●理县大歧旺发肉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2010年 8月 24日核发，注册号：513222NA000025X）遗失作
废。

●犍为县凯宾裤庄（经营者：熊和军）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23MA64WBCJ8C）遗失作废。

●威远县刚华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陈能华）个体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30HJN6M）遗失作废。

●威远县三三麻辣食品店（经营者：范颖晖）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BB9BR3P）遗失作
废。

●威远县万新羊肉馆（经营者：陈万新）个体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276XY24）遗失作废。

●威远县永红便民副食品店（经营者：缪艮付）个体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1024600091519）遗失作废。

●东坡区红利餐厅（经营者：黄小波）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2WH7JOF）遗失作废。

●东坡区乔亿粮油经营部（经营者：温凯迪）个体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57XHB9Q）遗失作废。

●东坡区天和惠多副食经营部（经营者：黄小清）个体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42X3HOA）遗失
作废。

●东坡区一考过中餐馆（经营者：郭亨良）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1402600386159）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绵亿副食经营部（经营者：刘长彬）个体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1400600097881）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洋腾超市（经营者：王小琴）个体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11402600160639）遗失作废。

●东坡区袁方食品经营部（经营者：袁方）个体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6W99U54）遗失作废。

●竹云富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81600124480)正副本遗失
作废。

●刘可购成都中粮鸿云 1栋 1901房屋契税收据（票据号：
0010788；金额：25910.29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编
号：4301110097188）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邻水县城南区公所位于邻水县城南蔬菜村二组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鼎国用（1990）
字第 1489 号］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永兴镇恒太弘康大药
房 ，《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正 本 遗 失 ，证 号 川
DA0287284(13)二证合一，《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遗失，许可证号 JY15101850024788，声明作
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海昌弘康大药房,
《 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遗 失 ，证 号 川
DA0288374(13)二证合一，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品得门窗（成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29MA6A4MFUX3）股东会决定：
品得门窗（成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
仟万元减少至肆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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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得门窗（成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犍为县颐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230582029321）经2019年8月13日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7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 1000万元。请所有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犍为县颐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经本公司 2019年 8月 8日股东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原6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1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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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安市聚宝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德阳双东镇
2019·东美金秋枣果采摘节开幕

四川经济日报讯（蒋晓然 记者 钟正有）
8 月 12 日上午，2019 年“东美金秋枣果采摘
节”在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东美村东美枣园
火热启动，采摘节将持续至8月31日。

本次采摘节以“遇见双东 枣到幸福”
为主题，充分利用双东镇特色东美枣资源，
倡导市民绿色健康自由生活态度。采摘节
启幕当天，虽然烈日当空，但在东美枣园
里，慕名而来的游客提着果篮，手握枣枝,
一边体验丰收采摘的喜悦，一边品味香甜
可口的枣子。

“枣园位于山顶，环境很好，这里的枣子
光照非常充足，甜度非常高，含水量也很丰
富，吃起来口感又甜又脆，安逸得很。”游客
李华说，她打算买几十斤回去，让家人朋友
都尝一尝鲜。

双东镇绿色枣专业技术协会党支部书
记唐育安介绍，2018年，东美枣产量 80万公
斤，销售收入达 1291.91万元。计划再用 3年
时间打造农旅结合的生态园，带动一批村民
脱贫致富。

据悉，双东镇东美村拥有独具特色的
东 美 枣 资 源 ，东 美 枣 色 泽 光 亮 、脆 甜 爽
口、富含硒元素，也称富硒枣，是不可多
得的枣中佳品。近年来，双东镇绿色枣种
植技术协会依托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新
品种东美枣，“东美枣”品牌初具规模，在
业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深受消费者欢
迎。目前，主要销往成都、重庆、上海等
地。这里的枣园从 2003 年的 30 亩，发展到
现在有业主和枣农 135 户，种植面积 2400
余亩的规模。

近年来，双东镇秉承着产业致富的道
路，通过搭建“电商+”的模式不断优化全
镇产业结构，按照建设“全区农旅融合示
范乡镇”的发展目标，以“一带、二片、三
优、四品、五花、六线”发展思路为引领，
充分利用该镇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点带
面，实施产业带动，大力发展近郊旅游产
业 ，2018 年 ，仅 在“ 三 农 ”事 业 建 设 发 展
上，全镇农业总产值就达 1.63 亿元，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267 元，为建成全
市“农旅融合示范乡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接下来，双东镇将以采摘节为契机，
大力发展优质农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助推农业增收、助推
脱贫攻坚。

荣县综合执法局
开展“扶贫日”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余凤华 记者 陈
家明）为迎接全国第六个“扶贫日”，近日，荣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扶贫活动。

据了解，活动期间，荣县综合执法局来
到乐德镇筲箕嘴村开展消费扶贫“以购代
扶”“以购代捐”活动，鼓励职工采购贫困户
自种红辣椒和自制特色产品（辣椒酱），共购
买辣椒 1840斤、辣椒酱 84份，帮助贫困户打
通销路。荣县城管大队还结合“定点帮扶”活
动，积极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参与捐赠活动，
向精准扶贫中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和困难
群众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为扶贫工作
贡献力量、奉献爱心，共筹得爱心捐款 940
元。

通过此次扶贫活动，既将职工的日常生
活所需与贫困户的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了，又
紧密了帮扶部门和帮扶群众之间的联系，为
执法系统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增添了新的
色彩。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萍 实习记者 梁

鹏）8月13日上午8:30，中国·成都2019第十八
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以下简称“世警
会”）消防专项比赛的第二项，也是本届世警会
新增项目——消防百米障碍赛在成都消防救
援支队天府新区大队正式举行。来自中国、捷
克、比利时、土耳其等 14个国家和地区的 125
名选手展开了综合能力的较量。

据了解，消防员障碍赛道共一百米，要求
参赛者身着灭火服上衣和头盔，越过障碍并完
成一系列与灭火救援相关的任务。首先，参赛

队员需携带开关直流水枪，将两卷水带卷好后
放到起点放置线内，再绕过障碍物后再提起两
盘卷紧的水带向前通过独木桥，然后甩开水带
迅速连接水带，最后再连接携带的开关直流水
枪冲过终点，用时少者获胜。

百米障碍赛主要考验消防员的短距离爆
发力、对水枪和水带的操作能力，以及在过独
木桥等特殊情况下的平衡力。在考验消防员基
础操作的同时，也注重其灵活性和综合能力。

百米障碍赛作为本届世警会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增项目，是成都组委会筹备人员经过反

复斟酌后，为突出项目可操作性和创新性而申
请的。鉴于世警赛国外参赛者多为年龄较大的
消防员，因此特地在障碍中设置了具有娱乐特
色的卷水带和穿越警戒锥环节。

据悉，此项比赛于 8月 13日全天展开，参
赛选手按照性别、地区、年龄分小组进行比赛，
并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

世警赛执委Alan V Richards表示，从今年
报名情况来看，大家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参
与度很高。在下一届世警会时，会考虑继续举
行该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讯（何薇 记者 钟正有）中江县
执法局为提升城市颜值，完善道路清扫保洁和巡
查“补漏”机制，组织抑尘车1台次、水车6台次对
城区道路全覆盖洒水降尘，实现机械保洁率
90.6%；推广“机械+人工”作业模式，采取四班轮
换制，日投入清扫保洁队伍 800余人次，全天 16
个小时不间断清扫保洁，确保城区330万平方米

街面整洁清爽，还净于民。
垃圾“排毒”。对接厦门优艾迪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和四川京深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已就宣传培
训、设施设备、智能垃圾分类管理系统等方面达
成初步合作方案，并在集中办公区、御河小学、城
南华府、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优质高效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采取“户定点、组分类、村收集、镇

（乡）转运、县处理”的五步走处理模式，合理布局
垃圾收集点195个，科学规划生活及餐厨垃圾清
运时间及线路，对背街小巷、夜市等易生垃圾点，
加大督查力度，定街定时定人专项清理，日清运
生活垃圾 128余吨，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日清日
结”，还洁于民。

景观“美颜”。针对绿地斑秃，缺株断垄等露

土点进行巡查图像采集、数据统计，补植乔木
100余株、绿地 4万余平方米，换植草坪 1万余平
方米，让绿成“线”、景成“片”。开展行道树养护
工作，进行病虫防治 17800 余株、树冠修剪 800
余株，设专人进行中江大道、中金快速通道绿地
管护及二环路 27 万平方米绿地管护市场化服
务，还美于民。

自贡高新区举行“创文我参与，
舞动新时代”广场舞比赛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杨梦婧 记者 陈
家明）近日，自贡高新区举行2019年“创文我
参与，舞动新时代”《公民道德歌》广场舞比
赛，来自丹桂街等乡街的10支队伍参加了比
赛。

当天的比赛分为必选曲目和自选曲目两
个环节，每支参赛队伍除了演绎必选曲目《公
民道德歌》外，还通过自选曲目《幸福中国一
起走》《我们的中国梦》《领航新时代》等，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歌颂。各队伍
服装各具特色，队员们妆容靓丽、动作整齐，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学苑街金海社区艺
术团夺得了本次比赛一等奖。

中江县执法局提升“颜值”打造宜居城市

世警会新项目“消防百米障碍”在成都天府新区展开对决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黄晓庆）8 月 13
日，记者从乐山市公安局获悉，8 月 12-13 日
中国·成都第 18 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
比赛空手道项目，在成都进行了激烈比拼，
乐山特警向康带伤连夺空手道项目 1 金 1 银
两枚奖牌。

向康，2006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武术专
业，精通武术、散打和跆拳道，现任特巡警支队

特警大队教导员。当得知本届世警会将在四川
成都比赛时，有过空手道学习经历的向康果断
报名参加此项目。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不能脱产训练，向康就
利用早晨和夜晚对自己进行加操，但由于太久
没有进行系统的高强度训练，导致膝盖受伤，
但为了不负世警会，他一边治疗一边训练。在
比赛前一天的适应场地训练中，向康右脚大拇

指不慎扭伤，无法用力。
8 月 12 日，向康绑上绷带走进赛场，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较量，经过三场激烈角
逐，功夫不负有心人，向康最终荣获男子空手
道黑带级75公斤级亚军。

8月 13日，在空手道型 35以上项目中，向
康再次为第 18届世警会上中国空手道代表团
夺得首枚金牌。

乐山特警带伤夺下世警会空手道项目1金1银

比赛现场（成都消防提供）

成都学生志愿者
关爱丹棱留守儿童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张丹梅 记者 常
坚）“我叫刘欧亚，我的爱好是看书，我的代
表手势是……”日前，丹棱县双桥镇刘坡村
2019年夏令营活动正在进行，当地孩子们将
在为期 5 天的活动中体验不一样的暑期快
乐。

活动现场，来自成都七中的学生志愿者
们围绕留守困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
精心组织策划，从“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
识世界”三个角度，设置了互动游戏、素质拓
展、戏剧教育等课程，带领孩子们探索挖掘
自身的闪光点、畅想未来，让孩子们在活动
中树立勇于面对问题的信心和勇气。

志愿者游博文表示，此次夏令营活动，
不仅仅是帮助孩子们开阔眼界、实现自己的
理想，更多是给予孩子们勇往直前的力量，
照亮前路、护航成长。成都志愿者来到丹棱，
关爱留守儿童是成眉同城发展的又一个温
馨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