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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 7 月 26 日至 8
月16日，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
分公司主办、自贡市邮政分公司承办
的以“壮丽70年，共舞新时代”为主题
的广场舞大赛初赛圆满落幕。

此次广场舞初赛根据自贡市行
政区域划分，在6个分赛区举行，通过
前期的大力宣传，共计 72 支参赛队
伍、1080人参加初赛。经过激烈角逐，
共计42支参赛队进入复赛。

据悉，此次广场舞大赛分为报
名、初赛、复赛、总决赛四个阶段，各
乡镇、社区、街道办的40岁至65岁广
场舞爱好者均可以组队参赛。比赛
采用团体晋级方式，逐级开展评选、
晋级。先由区县分公司开展初赛，再
进行市级复赛，最后通过复赛的参赛
队将参加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
省分公司举办的总决赛，最终决出
冠、亚、季军，以及多个集体和个人奖
项，还有可能成为全省邮政广场舞大
赛代言人，参加巡回表演。

（徐鹏 梁梦蝶 文/图）

遂宁公安交警周末夜查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89起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记者 张琳琪）8月
17至 18日，遂宁市公安交警按照总队《关于集
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统一行动的通
知》要求，扎实开展周末夜查统一行动，积极营
造严管高压态势，有效减少道路安全隐患，打造
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行动中，全市共出动警力200余人次，出动
警车80余辆（含警摩），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89起，其中酒驾17起、醉驾1起、违章停车229
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73起、无证驾驶 4起、未
注册登记 1起、准驾不符 1起、驾乘摩托车不戴
安全头盔5起、遗洒载运物22起。

遂宁公安交警支队科学布设执勤点，定期
召开酒驾、毒驾整治部署会，值班领导深入夜查
酒驾行动一线慰问执勤人员，对参战人员执勤
执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同执勤人员一道查
纠交通违法行为。

针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规律和特点，遂
宁各交警大队根据辖区实际进行分析研判，掌握
辖区内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发生规律，以餐饮娱乐
场所周边道路为重点路段、夜间以20时至24时
酒后驾驶多发的时间节点为重点时段，以城市小
型客车、农村面包车、摩托车为重点车辆，严查酒
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为确保酒驾查处工作有
力开展，将集中整治与常态严管相结合，在保证
日常巡逻管控的同时，采取定点设卡、多点查处、
流动执法等方式，灵活变换整治地点，提高路面
见警率，让酒驾违法行为无空可钻。

中江农信联社举办
2019年爱心助学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
履行社会责任，8月14日，中江农信联社举办了
2019年农信爱心助学暨高效学习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举行了“中江农信联社爱心助学
基金”揭牌仪式，并为 62名受助学生颁发了助
学金10万元。

中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鑫对中江农
信联社全体员工慷慨解囊、无私捐资表示了衷
心感谢。他希望学子们自信自立，发愤图强，努
力成才，回报社会。

中江信用联社党委书记陈娟表示，中江农
信联社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将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心系广大中江学子，愿为中江学子加油、鼓
劲，一路相伴。

中江县2019年高考学生代表及其老师、家
长分享了学习方法和教育心得。

中江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彭林，联社领导班
子，中江中学师生代表，受助学生及家长、联社
客户代表等 4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还
通过中江手机台进行了全程直播，网络在线观
看人数达到3万余人。

德阳市罗江区
扶贫“爱心认购”初尝果实

四川经济日报讯 （张明云 记者 钟正有）
“今年是枣子第一次挂果，果子饱满圆润、脆甜
多汁。我们不怕大太阳，争取早日把枣子摘完，
送到那些认购了枣树的爱心人士手中，让他们
也尝尝‘自家’枣树的果子。说真的，我和全村的
贫困户都挺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枣子不愁
卖，我们才有更多分红和收入呢！”烈日炎炎、酷
热难耐，8月15日，在德阳市罗江区慧觉镇龙王
村龙王洞枣子扶贫产业园里，大汗淋漓的贫困
户刘木贵一边手脚麻利地和同伴们摘着满枝的
硕果，一边欣喜而感激地说。

站在俯瞰整个扶贫产业园的高处，枣树枝
头一大串一大串沉甸甸垂坠的果子让该村支部
书记王大成喜形于色。高兴于辛辛苦苦3年多来
产业园第一次挂果，他难掩兴奋介绍道，龙王洞
枣子扶贫产业园是 2015年罗江区试点股权量
化、集中建园新模式，探索建立财政扶贫资金精
准投入新机制而建立的第一个扶贫产业园。一共
投入91万元，建成260 亩枣园，种植贵妃枣树万
余株。产业园覆盖全村42户、98名贫困人口，按
照扶贫资金使用精准到户的原则，投入的扶贫资
金，通过“151”股权量化的方式，量化到户，园区
营利实行“721”按股分红，它既有效解决了扶贫
资金“撒花椒面”和“大水漫灌”的问题，也承载了
全区抓产业扶贫，培养贫困户造血功能，把抓产
业增收作为实现贫困户稳定脱贫的重要途径。经
过集思广益，慧觉镇拿出了试水“爱心认购”，解
决销售难、畅通销售渠道的举措。

在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爱心认购”得到
了极大的响应。2018 年，罗江区在龙王村开展
了产业园果树认领活动。当天，全区 49个帮扶
部门和社会团体、56名个人蜂拥而至，以每株
枣树180元/每年的标准，认领贵妃枣树881株。

“今年我们大概能收获2万斤左右枣子，基
本能满足所有认购人士。接下来，我们要加强科
学管护，争取来年产更多、更大、更甜的有机生
态枣出来，用绿色健康的枣子回报大家的鼎力
相助！”王大成信心满满地表示。

据悉，罗江区以区扶贫开发局牵头，将继续
深化和扩大开展爱心扶贫枣树认购活动，汇聚
更多的爱心力量，奠定2020年罗江区全面脱贫
的坚实基础。

四川经济日报讯 （华洋 记者 钟正有）今
年以来，什邡市民政局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临
时救助水平，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作
用，较好地化解了城乡居民突发性、紧迫性、临
时性基本生活困难。

救助政策更灵活。按照重点救助与特殊救
助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救助档次和标准，实
施分类救助，对因重大灾害、疾病或重大事故造

成特别困难的家庭，一年内可以给予 2次救助，
全年救助总额不得超过1.5万元。家住皂角街道
义桥村的陈某患有肝硬化，高额的治病费用使
其原本就生活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街道主动
为其申请办理两次临时救助，缓解了燃眉之急；
家住湔氐镇中和村的残疾人肖某，无劳动能力，
生活举步维艰，通过两次申请临时救助金共获
得6000元，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

救助人群更广泛。救助对象由低保边缘家
庭扩大到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
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
或个人；符合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
件的，由救助管理机构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
治、协助返回等救助。1-7月共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 117 人次，其中，护送返乡 22 人、家属接离 7
人、自主返乡73人、安置入精神病院15人次。

审批发放更高效。实行临时救助资金“一卡
通”发放，使资金更公开，透明化；将临时救助金
额500元以下的审批权限下放到镇（街道），对于
符合救助的申请者，经审核后根据其家庭困难
状况、因病（灾）支出费用等情况，由镇（街道）直
接给予一定金额的临时救助，简化了流程，方便
了群众。截至目前，全市共救助困难群众4791人
次，发放临时救助金210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 （马春玲 记者 张
宇）“仰望星空，感知科学的神奇。”8月16日，由
中国科学院大学星空志愿者协会与绵阳北川羌
族自治县永昌小学联合开办的“星空计划”科普
夏令营在永昌小学举行开营仪式。

据悉，该夏令营活动为期6天，13名来自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辅导老师们旨在把一流的科学
教育和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同学们，让大家通
过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科学实验，感
受科学的神奇，体验科学的乐趣，增加科学知
识，树立科学梦想。

“同学们，在你们眼中，什么是科学呢？”
“我知道，科学就是不断创造、探索、发现的过
程。”“科学就是不断创造新奇的物品。”开营
仪式当天的第一堂课上，在老师们的启发式教
育下，同学们兴趣盎然，争先恐后回答老师提
出的问题。

为了让夏令营的学生能直观地学到更多
的科学知识，培养动手实验能力，志愿者们带
来了天文望远镜、月相观测仪、显微镜、各种试
剂实验仪器和实验材料，精心制定了一份详细
的活动计划，让同学们在快乐中学习科学知
识，做科学小实验，零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最高的殿堂，这
里培养了我们国家第一个理学博士、第一个工
学博士、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双学位博士。中
国科学院大学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这里拥有全
国最顶尖级的科学资源，此次在四川北川开展
科普教育活动，无论对学生还是志愿者本身都
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培
养学生们的科学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中国科学院大学星空志愿者协会会长徐泽鲲
说道。

另悉，永昌小学长期重视科学普及和科技

创新教育，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星空志愿
者协会的智力支持下，近年来通过举办校园科
技节、承办科学培训示范课、开展科普进校园等
方式努力提升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爱好。学校现
有电脑制作、机器人等多个科技类社团，在参加
省市电脑制作大赛、青科赛中，获得省、市级一
二三等奖十多人次；获得市机器人创客大赛一
等奖近二十多人次。

“播下科学的种子，种下远行的梦想。”此次
活动不仅深受小朋友们的欢迎，而且也深得老
师与家长们的喜爱。大家认为，该活动不仅让孩
子们在活动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也润物无声
地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而
对于这一富有多重意义的活动，作为本次活动
联络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星空志愿者成员的
周少东表示，他们将持续接力地办好这一富有
意义的活动。

什邡市临时救助凸显社会“托底”功能

遗失公告

●乐山市金口河汇丰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2016 年 10月 13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13MA6286UR1J）遗失作废。

●犍为县清溪周燕副食店（经营者：周燕）个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123MA63XNDKXQ）遗失作废。

●威远县游志明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1024600180380）遗失作废。

●仁寿县沁香园餐饮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一日核发的营业执照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金鑫超市（经营者：谌雷）个体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00MA658R800C）遗失作废。
●眉山市王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511402000701）遗失作废。
●眉山市鸿鹄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税务

登 记 证（ 地 税 ）正 本（ 证 号 ：川 地 税 眉 字
511402786681855号）遗失作废。

●东坡区李霞副食经营部（经营者：李霞）个体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402600169898）遗失作废。

●东坡区小蒋副食经营部个体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11402600144540（1-1）】遗失作废。

●东坡区优百惠副食店个体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511402600271708（1-1）】遗失作废。

●青神县蒙山瓜子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114250004125）遗失作废。

●青神县芊惠百货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9 年 8 月 18 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425MA6AGKNK92）遗失作废。

●青神县罗波龙泉蔬菜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副本（2019年8月18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11425MA6CKD134Q）遗失作废。

●青神县老蜂农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
照正本（2019 年 8月 18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511425MA62J4UU06）遗失作废。

●金牛区邓呈东商贸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6MA62P7KF5Y，发证日
期：2017年1月3日，声明作废。

●成华区一酒鼎酒业个体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DEPTK2Q
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仁和区丽群商店，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411MA64YQDB06）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胡娅利位于邻水县城南镇大佛寺居委会安置房
3栋5单元1层26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证号：邻房权
证监证字第0826876号】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
鼎国用（2012）第748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余明和位于邻水县鼎屏镇学府雅园街 7 号
C2栋4单元2楼1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证号：邻房
权证监证字第0881810号、0881811号］及《国有土地
使用证》［刘德芳，证号：邻鼎国用（2009）字第 3660

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康敏，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181MA64YPXL72）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四川亚细亚运业有限公司川AN1868号车的

道路运输证正、副本遗失一套，证号：031367，现声明
作废。

●夹江县环球优学教育培训学校，不慎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教民
151112670000280号）特此登报声明。

●眉山致邦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号：
5114020017379）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四 川 利 鑫 旺 汽 车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101055045269)遗失作废。

公 告

眉山市东坡区舞加艺术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511402MJQ041183X）拟向业务主管部门
和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本单位清算
组申请债权，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清算组电话：清算组组长田甜 18628998840
眉山市东坡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电话：

028-38119448
眉山市东坡区民政局电话：028-38119431

眉山市东坡区舞加艺术培训中心
2019年8月16日

清算公告

成都远辰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9MA6DEC1K9H）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股东
会研究决定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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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远辰广告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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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市宇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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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百事恒兴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注销公告

内江市市中区草莓专业技术协会（统一代码：
515110026969968889）经 2019年 8月 19日成员大会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合作社相关
债权人、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协
会申报并办理登记手续，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内江市市中区草莓专业技术协会

2019年8月19日

感知科学的神奇 播下梦想的种子
中国科学院大学“星空计划”科普夏令营活动在北川开营

全民健身广场舞“舞动盐都”
南充市关工委
为45名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赵荣 蒋鸿宇 记者
李国富）近日，南充市关工委2019年“圆梦大学”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西充县举行。来自西充、阆中、
南部3个县（市）的45名今年考入高等院校、家庭
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得到资助。

据了解，为帮助贫困大学新生解决上学难
问题，市关工委从 2012年起每年开展“圆梦大
学”助学行动，帮扶学生人数逐年增加，8年来
累计帮助 231 名贫困优秀新生圆梦大学。从
2016 年开始，市关工委采取分片方式，每年资
助 3 个县（市、区）的贫困大学新生，今年在西
充、阆中、南部片区开展助学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西充、阆中、南部的45名大
学新生每人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受助学生
还集体宣读了承诺书。

本次受助的西充县常林乡陈店沟村的杨艺
代表本次受助学生发言。她说：“进入大学以后，
一定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磨练品性，提升能力，
将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