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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峨眉山市宝宝乐贝贝拉姆孕婴生活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1810006289）遗失作废。

●威远县袁媛副食店（负责人：袁媛）《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15110240017878）遗失作废。

●威远县袁媛个体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024MA6276M39G）遗失作废。

●仁寿县文林镇樱花整体厨房凯信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1421MA64HNTYX6）遗失作废。

●眉山市顺联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川

交运管眉字0073326号，车牌号：川Z57818）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11402795807405R）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114027958073924）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亿光建材经营部（经营者：李长江）个体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88MB41C）遗失

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赵淑珍儿安堂诊所（经营者：史维）个体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5QHYW91）遗失

作废。

●四川金辉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59000222501，编号：6510-02337396，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神支行）遗失作废。

●青神佳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本（2019年 9月 26
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5MA690WPK64）遗失作

废。

●成都市天府新区剑南大道 333号美城悦荣府 9-1-3405号

购房契税收据已遗失 特登报声明此契税收据作废。

●南充久新会计服务有限公司（91511303MA66WCMR1U），

法人私章（杨遂新）不慎遗失，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谢中林在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保的车牌号：浙D397PE
保单号：AHAZ150Y1419X009004E，流水号：CFBA1900255698 的

保单，遗失作废。

●艾大金遗失成都首信欧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

保 证 金 收 据 三 张 ，编 号 ：0000087 金 额 ：37000 元 整 ；编 号 ：

0000088 金额：14000 元整；编号：0000089 金额：13000 元整，现申

明作废。

●姓名：代良琼，性别：女；执业药师资格证（专业类别：药学；

号码：2015026510260000002611512997）不慎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注销公告
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老年人协会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合

法权益，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可以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

申报债权，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清算组地址：德新镇镇政府内

电话：0838-3860276
联系人：黄婷

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老年人协会
2019年9月27日

公 告
眉山市东坡区养兔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114026653968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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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8148626
东坡区科学技术协会电话：028-38101731
眉山市东坡区民政局电话：028-38119431

眉山市东坡区养兔协会
2019年9月24日

清算公告
宜 宾 市 亨 鑫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注 册 号 ：

511502000020293）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

算组负责人为朱恩，清算组成员为朱恩、于涛。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5881382886
地址：宜宾市翠屏区象鼻街道方水井第五组

特此公告

宜宾市亨鑫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27日

成 都 红 色 盒 子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684595702G）于 2019年 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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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红色盒子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成都市韵之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510129000055781）
于 2019年 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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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韵之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患者拿到病理报告后，首先
会看到肿瘤标本的描述中写着

“多少乘以多少、边界不清、质硬”
等等，但这些描述并不能明确的
表示什么。看到这张报告单上写
着浸润性导管癌一级，那什么是
浸润性导管癌呢？乳腺癌从组织
学上分为 1~3 级，级别越高表示
乳腺癌的恶性程度越高，但是恶
性程度的高低并不完全说明生存
期的长短，它只是一个参考，还需
要具体分析。

在同期（都是早期、中期、或者
晚期）的基础上，一级的乳腺癌比
三级的乳腺癌预后要好。通常一
级的乳腺癌通过手术和内分泌治
疗后，效果会非常好，三级的乳腺
癌通过靶向治疗、化疗等也可以有
不错的效果，但预后不如一级。

如果是不同分期，比如早期
三级乳腺癌与晚期一级乳腺癌，
这是没办法比较的，谁的生存期

更长没办法预估。
● 肿瘤的大小表示什么？

病理报告上的肿瘤大小，指
的是病灶浸润周围组织的面积。
通常肿瘤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种情
况：小于2cm 的肿瘤、2cm 至5cm
的肿瘤、大于5cm的肿瘤，小的肿
瘤比大的肿瘤情况要好。有关肿
瘤的大小，患者只需要了解即可。

如果患者有疑问，建议咨询
主治医生，千万不要自己琢磨，上
网查来查去，网上的信息良莠不
齐，患者很难甄选出正确的答案。
●● 化验单上的“+”“-”都表示什
么？

乳腺癌病理报告上的几个英
文符号和（+）（-）号对患者更重
要，它们关乎患者的治疗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个指标。

1、ER表示雌激素受体，（+）表
示阳性，加号越多，表示患者的雌
激素受体水平越高，患者进行内分

泌治疗的效果越好。
2、PR表示孕激素受体，它和

ER 都反应患者能否进行内分泌
治疗。有些时候病理报告上显示
的并不是 ER（+）、PR（+），而是
50%ER（++），50%表示有多少细
胞表现阳性，阳性越多，进行内分
泌治疗的效果越好，如果小于一
定数值，则说明患者进行内分泌
治疗的效果不好。

3、HER2 表示人类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如果它是阳性，患者就
可以用相应的靶向药治疗。如果
是阴性，患者对靶向药治疗就不
敏感。目前做的免疫组化试验，
结果是 HER2(3+)才表示阳性，
HER2(0)、HER2(1+)表示阴性，
HER-2(2+)表示不能确定是阴性
还是阳性。

HER2(2+)患者需要做 FISH
试验进一步确定。有患者咨询，
既然免疫组化试验有可能确定不

了阴性阳性，是否可以直接做FISH试验呢？
目前不可以，只有当HER-2（2+）时才做FISH试验，而且即

使做了FISH试验，还会出现判断不了阴性阳性的病例，所以还需
要参考其他因素。

4、KI67表示肿瘤增值指数，如果肿瘤长得快，那么KI67的阳性
百分数就会高。如果KI67数值比较低，则说明肿瘤长得比较慢。

病理报告单上可能还会有其他数值，有的是6个指标、有的是
8个指标，患者不必担心，剩余的指标可能用于跟别的疾病做鉴别
诊断，可能表示目前还在探索的一些标记物，所以这些指标的阴
性阳性不能明确表示什么。患者主要还是看上述四个指标。
● 三阴性乳腺癌是怎么回事？

三阴性表示三个指标是阴性的，即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
体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HER2，当这三个指标都是阴性时，称
为三阴性乳腺癌。

大部分三阴性乳腺癌属于不好治的，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对
患者的效果都不明显，容易出现转移，生存率不好。但也有一小部
分患者情况较好，这部分患者虽然是三阴性乳腺癌，但肿瘤细胞长
的比较慢。

所以三阴性乳腺癌的患者应该关注KI67的指标，如果KI67
大于20%，则说明恶性程度较高，如果是10%或5%，则表示患者虽
然得了三阴性乳腺癌，但是肿瘤的恶性程度比较低，增殖很慢，患
者可以通过手术切除。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医院 陈立）

1、太阳穴跳着疼是怎么回事
1.1、睡眠因素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导致太
阳穴疼的原因。除了由于睡眠不
足导致的头痛情况之外,如果由于
工作紧张、压力紧张等等导致的
紧张情况也会引起偏头痛的情
况。
1.2、精神因素

太阳穴疼大多跟精神因素有
关,比如说高度紧张的学习和工
作,生活中受到的劣性精神刺激
(股市、牌桌等),长时间的工作造
成的脑部疲劳,情绪的大起大落
都会引发大阳穴疼痛。
1.3、饮食因素

饮食不当也会造成太阳穴疼
的情况出现,比如每天都饥饿或
进食较晚,过量的喝酒、喝咖啡或
者太多冰凉的食物,会导致血管
受到刺激,从而导致太阳穴疼痛。
2、哪些疾病会引起太阳穴疼痛
2.1、感染

颅脑感染或身体其他系统急
性感染引发的发热性疾病。常引
发头痛的颅脑感染如脑膜炎、脑
膜脑炎、脑炎、脑脓肿、颅内寄生
虫感染(如囊虫、包虫)等。急性感

染如流行性感冒、肺炎等疾病。
2.2、血管病变

蛛网膜下隙出血、脑出血、脑
血栓形成、脑栓塞、高血压脑病、
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畸形等。
2.3、占位性病变

颅脑肿瘤、颅内转移癌、炎性
脱髓鞘假瘤等引起颅内压增高引
发的头痛。
2.4、头面、颈部神经病变

头面部支配神经痛:如三叉
神经、舌咽神经及枕神经痛。头
面五官科疾患如眼、耳、鼻和牙疾
病所致的头痛。颈椎病及其他颈
部疾病引发头颈部疼痛。
2.5、毒物及药物中毒

如酒精、一氧化碳、有机磷、
药物(如颠茄、水杨酸类)等中毒。
3、太阳穴跳着疼怎么缓解
3.1、冰敷

用毛巾包裹冰块,待毛巾冷
却后放于头痛部位。头部血管收
缩,症状会减轻。躺下休息一会
儿: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头痛发作
时,不妨让光线暗下,安静的在房
间休息一会,一般来说,只要睡半
个小时,偏头痛就会减弱。
3.2、按摩头部

对头部进行力度适中的按
摩,是缓解头疼的有效方法。太
阳穴是头痛按摩的重要穴道,你
可以用食指来按压,可以用拳头
在太阳穴到发际处轻轻来回转动
按摩。
3.3、热毛巾热敷

热敷只对风寒感冒,受凉,血
管痉挛,神经性头痛有很好的作
用。可以用热毛巾或者暖手宝之
类的东西直接敷在太阳穴上,也
能起到很快缓解疼痛的作用。
3.4、针灸

中医针灸治疗太阳穴疼痛效
果很好,起效非常快,主要穴位有
曲池穴、合谷穴、足三里穴等,用
银针针灸,需要找专业医生。
太阳穴跳着疼如何饮食

1、因外感头痛应膳食清淡、
慎用补虚之品。宜食有助于疏风
散邪的食物,如葱、姜、豆豉、藿
香、芹菜、菊花等。风热头痛者宜
多食绿豆、白菜、萝卜、芹菜、藕、
百合、生梨等具有清热作用的食
物。

2、因内伤头痛虚证者以补虚
为主,同时应辨明具体病因和兼
症等不同情况,选用性味适当的

食疗方剂,配合富于营养的食物,如肉类、蛋类、海味类以及山药、
龙眼、木耳、胡桃、芝麻、莲子等;肝肾亏虚及气血不足者,宜食大枣
黑豆、荔枝、龙眼肉、鸡肉、牛肉、龟肉、鳖肉等滋补肝肾,补益气血
的食物。

3、内伤头痛的实证,治以攻邪。属痰湿、淤血者,宜食有健脾除
湿或活血化淤作用的食物,如山药、薏苡仁、橘子、山楂、红糖等。
太阳穴跳着疼要注意什么
1、远离代糖食品

代糖“阿斯巴甜”(Aspartame)会过度刺激或干扰神经末梢,增
加肌肉紧张,引发偏头疼。而低糖可乐、低糖汽水、无糖口香糖、
冰淇淋、综合维他命和许多成药中都含有阿斯巴甜。所以对代糖
过敏的人,只要啜饮一小口低糖汽水,就有可能会引发头痛。
2、不饮酒、不喝咖啡

很多酒精类的饮料都会引发头痛,偏头痛患者当牢记,特别不
要饮用红酒,因为红酒中含有更多的可以诱发头痛的化学物质。
咖啡中有些成分会刺激神经系统,并且会影响睡眠质量,经常喝咖
啡也会诱导偏头痛发作。
3、规律睡眠习惯

偏头痛患者在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规律,早睡早起,保证有充
足的睡眠时间让大脑得到休息。拒绝晨昏颠倒 维持规律的作息,
即使在假期也要按时睡觉、起床,这对有偏头痛的人来说格外重
要。因为睡眠不足或睡眠不规律都容易引发偏头痛。
4、增强体质、预防感冒

偏头痛患者在平时要注意适度的锻炼身体,提高身体抵抗
力。但要记住,无论是劳作还是锻炼身体,都不要让自己处于过度
疲劳状态,因为过度的疲劳也会诱发偏头痛。同时还要注意预防
感冒,因为感冒往往也会诱发偏头痛的发作。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医院 陈立）

教您读懂乳腺癌病理报告，重点看哪些指标？

太阳穴跳疼是咋回事？哪些疾病会引起太阳穴疼痛？

1、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电 子 版 网 络 链 接 ：http://www.eiafans.com/thread-

1260148-1-1.html
（2）纸质版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飞龙路59号1栋1单元4层5
号，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寿安第二污水厂拟建厂址(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围镇村9组

和11组)周边居民、社区。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60137-1-1.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子邮箱：107616938@qq.com
邮寄地址：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飞龙路59号1栋1单元4层5号

联系电话：陈勇 15184420195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关于《寿安第二污水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说明

四川经济日报讯（罗杰 记者 钟正有）近日，
在广汉市高坪旅游小环线公路上，一辆辆小汽
车奔驰在宽阔的沥青混凝土路面上，沿途秀美
的风光令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这条长 3.5公里的旅游小环线公路，如今被
当地群众形象地誉为“票决出的致富路”。它不
仅把高坪境内藏在深闺的龙潭湾、花田水磨、高
坪铺古镇、段家大院等美景串珠成链，也为沿线
培育高端葡萄、特色火龙果、娃娃鱼、稻田鱼、金
鳟的10多家特色农庄提供了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的机遇，由此带动了沿线5个村上千农户增收致
富，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据悉，自 2018年初高坪镇率先在全市开展
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以来，该镇已票
决出6个民生实事项目，其中去年票决的2个项
目在年底满意度测评中，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

都达到了 100%。去年底票决的高坪旅游小环线
项目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扬。目前，在镇党委的
领导下，这项让政府决策由“为民做主”变为“由
民做主”的制度，正逐渐走进群众生活，深入人
心。

画出最大“同心圆”
在高坪镇人大代表工作室，镇人大代表每

周五轮班接待群众，征求民生实事项目建议。维
修危桥、新建卫生站、旅游小环线建设……热气
腾腾的氛围中，群众提，代表听，绘就了一幅基
层民主的生动画面。2019年初，高坪镇人民政府
公开向“两代表一委员”、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
事业单位及辖区派出单位负责人、村（居）干部、
群众及社会各界等征集有关民生实事项目的意
见建议，共征集到民生实事项目67个。

“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据高坪镇人
大主席团主席李光福介绍，征集到的民生实事
项目是否入选实施，需要经过" 群众提、党委定、
代表决、政府办、人大评 " 五个环节。2019年，按
照“多数群众受益、分轻重缓急、财力允许”三大
原则，经过党委、人大、政府层层筛选，纳入项目
库项目 15 个，审定纳入人代会差额票决项目 3
个，最终票决出拟实施项目2个。

“试行票决制，党委把握大方向，将民生工程
交给老百姓来说办不办，群众看事情角度变了，
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高坪镇党委书记付冬
梅介绍说。在实施民生实事中，过去的一些不和
谐声音没有了，一些在项目用地、青苗补偿、建筑
物搬迁方面漫天要价的行为不见了。金九村道路
项目修建时，7组村民熊先英不要赔偿，主动腾
出自留地支持施工方作业。不少群众从不关心、

不了解、不理解到积极参与支持民生实事，使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得到了快速落地和实施。

民生实事干出“加速度”
“过去开展民生工作随意性很大，现在，经表

决通过的民生实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必须要
执行的。”镇长白德科坦言感受到不小压力。镇人
代会结束1月内，高坪镇政府及时分解项目任务，
制作项目建设计划书报镇人大主席团备案。同时
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研，切实加强
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的全程监督，确保各个民生
实事项目有效推进。自2018年票决制开展以来，
该镇人大主席团先后开展了10余次现场监督，同
时组织专题视察2次。2019年初票决出的高坪旅
游小环线道路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仅仅用了3
个月，跑出了高坪“加速度”。

事情办不办 百姓说了算

广汉市高坪镇扎实推进人大代表票决制
德阳：邀请市民用手机记录文
明德阳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为了激发
创城干劲，再掀创城热潮，全力向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目标冲刺，近日，由德阳市委宣传部、德阳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主办，四川
新闻网德阳频道承办的德阳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志愿服务誓师大会暨文明德阳抖音大赛
正式启动。

德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周保
全表示，要把创城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始终坚持
创建“为民、靠民、惠民”的理念，通过志愿服务
等渠道，充分调动广大市民的创城热情，把创城
作为一个传播载体，充分利用“文明德阳”抖音
大赛这个平台，传播文明之美，弘扬社会正能
量，曝光不文明现象，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真
正实现城市功能形象、城市文明程度、市民文明
素养的全面提升。

据悉，活动从即日起至 10月 20日，最终将
评选出 1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及
最佳创意奖、最佳传播奖、最佳视觉奖、最佳话
题奖、网络人气奖等 20个奖项名额，将颁发获
奖证书及奖金奖品。参与方式为：拿出手机，拍
下关于德阳正能量视频或者对社会不文明行
为 进 行 曝 光 ，然 后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2140158340@qq.com。活动详情请关注“文明
德阳”微信、抖音公众号和德阳文明网。作品时
长需在 60秒以内，格式为MP4高清画质，画面
比例为 9：16或 16：9。

广汉市接受德阳市“防风险保安
全迎大庆”安全生产综合督查

四川经济日报讯（孙天 记者 钟正有）近
日，德阳市安全生产第四巡查督查组对广汉市
开展“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安全生产综合督
查及2019年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督查组一行深入四川航展会展中心现场对
项目建设施工进度及现场安全防范措施落实等
方面情况进行了检查；对该市交通局、市文体旅
游局，高新西区、三水镇政府在贯彻落实国省市
有关会议精神、年度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汛期安全工作等九个方面工作情
况进行了督导检查，并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
昶 文/图）9月26日，来自成都市
电信路社区居民、学校、单位、企
业的近 200位代表，参加了“壮丽
七十年·奋斗新时代“文艺汇演，
热情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在活动现场，社区居民欢聚
一堂，社区工作人员演唱了《歌
唱祖国》，代表们用舞蹈、金钱
板、歌声等表演形式表达对新中
国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和向往。

电信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开展此次活动，满足了广大居
民歌颂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情
感需求，同时传递正能量，营造和
谐美好的社区环境。

成都市电信路社区举行“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文艺汇演

活动现场

德阳市白马关镇
贵妃枣销售创新高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记者从德阳
市罗江区白马关镇获悉，白马关贵妃枣今年迎来
大丰收，突破400万斤。白马关镇在贵妃枣营销上
打出一套“组合拳”，助农增收取得显著成效。

白马关镇主动对接区供销合作社和顺丰、
京东、邮政等大型快递企业，签订正式收储配送
合同。目前，万佛贵妃枣通过邮政、京东两大快
递企业的冷链运输渠道，基本实现了全国主要
省区48小时内必达，日销贵妃枣1000余件。

白马关与万佛村组织起一个宣传营销的精干团
队，利用微信、朋友圈、抖音等自媒体，加大营销宣传。
利用京东、淘宝、微信等自媒体建立起贵妃枣销售推
广平台5个。利用枣子节、庙会等节会契机，加强与
旅游机构的合作，吸引游客参与观光游览和采摘体
验。建立起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模式，8月份，万佛村
共建立统一展销摊点30余个、接待旅游团队40余批
次，日均游客400余人。仅枣子节当天，万佛村就售枣
上万斤，枣农获利颇丰，全村贵妃枣产业预计本年将
实现收入3200万元，枣农户均收入突破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