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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丹棱县火火火麻辣烫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5114240012417，发证日期：2019 年 1 月 18 日）遗
失作废。

●眉山市中复冬草莓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1402345779398N）遗失作废。

●仁寿县四公镇永宁街杨英小吃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1421MA63TGWJ16）遗失作废。
●威远县不二定制婚庆店（经营者：罗诗宇）个体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7MJD33G）遗失作
废。

●汉源县徐登芳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3124600017768）遗失作废。

●汉源县徐登芳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3124600000923）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土风土味菜馆（经营者：张荣华）个体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2016 年 1 月 11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
513101600321100）遗失作废。

●蓬溪县圣罡阁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2015年
11 月 30 日 核 发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510921MA6260WM62）遗失作废。

●资中县李绍元理发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1025640162678）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赖 柏 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510131200206136816)遗失作废。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政府，原法人辜锡泉法人章（编号：

5108245004802、5108245006030）遗失作废。
●徐丽华，身份证 510111196301190760 遗失，特此登报

声明。

减资公告

眉山泛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将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50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特此公告。

眉山泛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 日

注销公告

眉山市东坡区俊杰武术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11402MJR312379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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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3663019
眉山市东坡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028-38119448
眉山市东坡区民政局电话：028-38119431

眉山市东坡区俊杰武术学校
2019年9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北大街101号1幢1层、3层办公用房，

建筑面积：407.51m2。拍卖参考价：130.4万元，保证金：20万元。
2、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南湖西路175号41栋2层202号，建筑面积：442.3
㎡。拍卖参考价：450万元，保证金：50万元。（不限购）3、各类高、中、低档酒一
批，拍卖参考价：52.12万元，保证金：12万元，存放地：成都市市区。

二、拍卖时间、地点、方式：标的1、2，2019年9月27日10时起在阿里资产拍
卖平台（http://zc-paimai.taobao.com/）以网络竞价方式拍卖；标的3，2019年9
月27日14:00在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35号会议室以密封递价方式拍卖。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标的1、2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在标的现
场展示；标的3于2019年9月24 日、25日在标的现场展示（由我公司工作人员
带领查看）。详细资料向我公司索取。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标的1、2，竞买人须在淘宝注册账号并绑定通过实名认
证的支付宝账号，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买须
知》。标的3，竞买人应于拍卖前一日16:00前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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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竞买协议》、填制《竞买人报价表》。

咨询电话：028-86699706、13980846152、13688189116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合江县检察院
“四个强化”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讯 合江县检察院今年以来
通过“四个强化”，不断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

强化干部选用关。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
认真听取纪检监察部门关于考察对象党风廉政
建设情况的意见，做到坚持原则、执行标准、严
格程序、遵守纪律。

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党组班子主动接受派
驻纪检监察组监督，完善落实“四考评一研究”
考核体系，采取绩效考评、领导评价、民主评测、
考核评价和综合研究的方式，加强对本院干部
履职情况、工作状态、能力绩效以及廉政动态、
党风廉政情况的实时监督。

强化干部教育培养。研究制定全年工作要点和
教育培训计划，围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根据中心工作需要和干部成长需求，通过全院共
学、干部自学、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推进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

强化“三类人员”分类管理。完善权力清单制
度，健全办案流程监控、质量评查、错案责任认定
追究制度，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推进检察文化建
设，深入开展“七廉”文化进机关活动，推行“三早
三卡三送”廉政风险防控分级管理，将廉政建设融
入到检察工作全过程，该院被市纪委评为“廉政文
化进机关示范单位”。 （徐丹 杨池能）

四川经济日报讯（赵婉秧 记者 李强）近日，
成都天府新区煎茶小学迎来了越南代表团的 2
位老师和 8名同学到访了煎茶小学。

煎茶小学的老师和礼仪队的同学们在校
门口热情迎接越南师生，李桂全校长带领老
师们在学校阳光书屋举行了欢迎仪式。仪式
过后，越南代表团师生在煎茶小学的学生向
导带领下参观了学校，仔细了解了学校的特
色项目——农民画美术工作坊和校园足球。
农民画美术工作坊负责人黎娅老师给越南

师生介绍了农民画的美好寓意以及农民画
的绘图技巧。两国的小学生们在美术老师们
事先准备好的油纸伞上，共同绘画，并在翻
译的帮助下友好交流，完成了一幅幅栩栩如
生的画作。绘画结束后，孩子们互赠礼物。
煎茶小学的孩子们给越南代表团师生准备
了在石头上绘制的脸谱，越南的孩子们给煎
茶小学的小朋友带来了越南特色挂饰。这些
小小的礼物于平凡中见珍贵，象征着两国人
民的深厚友谊。

四川经济日报讯（赵婉秧 记者 李强）
为了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
合文化修养，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

近日，天府新区三星小学举行了以“我与
祖国共成长”为主题的校园合唱比赛。

三星小学全校 860余名同学参加比赛。大

赛选曲题材丰富，以歌颂祖国、歌颂美好校园
生活为主，旋律优美动听。有经久不衰的红歌
如《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打靶归来》，唤起了
全体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的美好
情感，在校领导、班主任及全体师生陶醉在美
妙的歌声之中。两个多小时后，比赛圆满落下
帷幕。

天府新区煎茶小学
186名同学加入少先队

四川经济日报讯（赵婉秧 记者 李强）天府
新区煎茶小学近日举办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
仪式活动，186名同学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入队仪式中，家长们将红领巾亲手为孩子
系上，在父母充满期待的眼神中，这些小朋友突
然长大了许多。戴上红领巾的小队员一个个脸
上绽放着自信、快乐的笑容并敬标准的队礼。

在鲜艳的队旗下，小队员们高高地举起右
手大声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
而奋斗！

庄严的入队仪式感染着每一名少先队员，
加深了少先队员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激励着
他们努力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天府新区新兴小学
新生入学行“拜师礼”

四川经济日报讯（赵婉秧 记者 李强）天府
新区新兴小学的一年级新生近日在老师的陪伴
下，迎来了以“朱砂启智、筑梦启航”为主题的
入学仪式。

据了解，入学的新生和老师们围绕开学主
题开展了系列活动。首先是“正衣冠”——老师
为新生正衣冠。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理，
让学生注重仪容整洁。其次是行“拜师礼”——
孩子们一一站立，弯腰向老师行礼：一鞠躬，感
谢老师教我读书；二鞠躬，感谢老师教我做人；
三鞠躬，师恩永世不忘，然后是教师回礼。老师
们为每个孩子准备了新本子和“好习惯存折”。
新本子寓意从现在开始，书写全新的人生；“好
习惯存折”表示孩子们会把在新兴小学养成的
好习惯存进这个存折里，拥有越来越多的好习
惯，成就幸福的人生。最后是朱砂启智——老师
们在学生眉心处点上朱砂，并送上祝福语，祝福
孩子从此眼明心亮，开启智慧之门。

四川经济日报讯（赵婉秧 记者 李强）天
府新区新兴街道携同新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于近日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宣传展示活动。此次活动以非遗文化传
承人演示讲解，学生亲身体验参与的形式进
行，旨在教育学生增长非遗文化知识，传承优
秀文化。

在活动中，学生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分成两
组，一组体验扎染艺术，一组感受糖画魅力。扎
染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几种扎结的方法，通过纱、

线、绳、木板、弹珠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
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进行染色。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动手自己
操作。先扎结好的同学来到染锅旁熟悉染色
步骤，老师向他们介绍染料是由板蓝根的叶
子熬制而成，所以颜色为靛蓝色，还有一丝
丝清香。另一组的同学们也是热闹极了，纷
纷围在糖画老师身旁，欣赏着糖画制作。看
完老师的示范后，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绘
制自己喜欢的图案。

自 2015年脱贫攻坚拉开序幕之后，黑水县
对标“补齐交通短板”，进一步加强全县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立体交通网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做好先行和保障。

“主动脉”将成康庄大道

8月 16日，国道 347线黑水境内，大型机械
穿梭不停，这是概算投资 29.8 亿元的 G347 线

“三改二”（三级公路升级为二级公路）茂红路黑
水段提升改造工程。G347线作为贯通黑水交通
的主动脉，向东过茂县、汶川，出阿坝州到成都，
直连九环线和成都平原经济区，向西到红原、马
尔康等地，作为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的重要
通道，不仅承载了“贯通东西”的强大功能，更承
载了很多人的期待。

据了解，这条公路修建于 2004年，到今天，
已经难以满足黑水旅游黑水农业大步向前发展

了。G347线“三改二”工程全长155公里，预计在
2021年 10月全面完工，建成后路面宽度将原来
的 6.0米提升到 7.5米，部分地区达到 8到 10米。
在G347 的建设上，全县上下众志成城，确保把
这条主干线建成精品大道，进一步促进县域经
济发展。

“内环线”促进县内区域联动

省道 446线黑水县扎窝至红岩段隧道新建
工程自去年1月6日启动，预计总投资6.7亿元，
全长 8.404 公里，工期 3 年。这条黑水的“内环
线”，如纽带一般将把城乡更加紧密的链接在一
起，实现产城融合、互动发展。

林噶是黑水县晴朗乡人，在黑水工作、生活
了一辈子。林噶告诉记者：“我们沿线的居民们，
都在盼望这条路早日修通。”

据了解，扎红隧道修建完成之后，不仅将改

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让知木林、晴朗等地的核
桃、蜂蜜、蔬果等农特产品具备更好的运输条
件，还将让旅游焕发出新的活力。

“通村路”撬动扶贫产业大发展

“牦牛、蔬菜拉下山，村民的口袋自然就鼓了
起来。”说起通村道路，黑水县热拉村的第一书记
吕怡达说：“我们的路面全是硬化了的，村民每年
的收成就靠这条路运往县外各地。”吕怡达说，通
村道路就是农村发展的命脉。

据了解，黑水县85%以上的村寨都处于高半
山，制约了经济发展。近年来，黑水县通村道路
建设资金达到8.8亿元，据统计，共新建、改造农
村公路 1300 公里，全县通村公路畅通率 100%，
123 个行政村通村公路硬化率 100%，一条条崭
新的农村公路给农牧民群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变
化，6万余黑水各族群众都充分享受到了公路建

设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黑水县脱贫村的日多村，由于通村道路通

到该村每一户人家，当地农畜水局高级农艺师齐
兴禄决定上山“当农民搞示范”，带头流转闲置土
地，以建设85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果蔬产业示
范园，辐射带动日多村村民在示范园周边种了
200多亩青、红脆李、有机蔬菜等，帮助他们脱贫
致富。齐兴禄说：“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路兴则
业兴’这句话的含义。”

在如今的黑水，如同日多村一般，一条条星
罗棋布的天路穿山越岭，直达贫困村组，脱贫奔
康大道在不断延伸。

黑水县还将加快构建“四向通达”交通体系，正
加快省道446线松黑路、黑理路等开工工作，以及
三奥雪山大本营公路、热水塘温泉旅游道路的建设
步伐，并扎实依托国家交通运输部定点扶贫机遇，
争创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胡伟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媛

黑水县交通建设带动扶贫产业大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马诗雨 黎亮 记
者 常坚 文/图）眉山市彭山区义和乡悦园村
村民刘菊花，近日在建群家庭农场里采摘红
心猕猴桃。在她看来，猕猴桃是能够让大家脱
贫致富的“金果果”。

刘菊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义和人，以往
在外打工挣钱，自村里开始发展猕猴桃产业
后，她就把自家土地流转出去，回到家乡打起
了“散工”，每天至少能挣100块钱。

据了解，悦园村以前是市级贫困村，产业
少、基础差、底子薄。近几年，在村支书周留德

的带领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放弃种植水
稻、油菜、小麦等传统农作物，大力发展种植
土壤、水分和气候都适宜的猕猴桃，让全村九
成以上的村民都搭上了“猕猴桃号”这趟致富
列车。

目前，悦园村猕猴桃种植面积 3828 亩，
占了全村耕地面积的89%，种植业主70余户、
家庭农场 50余个，种植品种包括红心、金艳、
东红等7类，全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能吸纳
贫困人口 200余人就近务工。2016年，悦园村
顺利摘掉了市级贫困村帽子。

彭山：猕猴桃变成了致富“金果果”
天府新区新兴小学
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天府新区三星小学
举办“我与祖国共成长”校园合唱比赛

天府新区煎茶小学
与越南师生开展交流活动

村民采摘猕猴桃

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