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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邻水县渔夫岛烤鱼店（负责人：秦
洋）《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5116230039755）遗失作废。

●汉源县曹勇汽车配件经营部个体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513124600101953）遗失作废。

●四川顶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8245026962 冯玖法人章编号
5108245026965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西雅图影视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法定代表人名称章（名字：刘
强；号码：5111815021275）特此登报声明
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2016级学生：
黎佳杰；专业：市场营销，三方协议遗失

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清算公告

经本合作社 2019年 10月 22日成员
大会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请本合作社相关债权、债务
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威远县毅馨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10月24日
经股东决定注销（乐山金胜达企业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511100000113834），已成立清算组。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
债权人前来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过期
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乐山金胜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我公司定于2019年11月1日10:30在蓬安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开标室对两辆原车牌号为川RB173警、川RB176警轩逸
DFL7162轿车进行拍卖，原车购置时间2011年，起拍价1.36万元/
辆，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

标的即日至拍卖前日在蓬安财政局停车场展示。竞买人即日
起至2019年10月30日17时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进账单到南充
市铁昌路226号报名。

电话：5098711、13696001178。
四川杰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拍 卖 公 告

德阳“快闪”活动助推垃圾分类

四川经济日报讯（黄 记者 刘蓉 文/
图）近日，为扩大德阳垃圾分类的宣传影响力，
呼吁号召更多市民了解、参与垃圾分类，强化
民众参与性，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意
识，德阳垃圾分类推广快闪活动在市区文庙广
场举行。全市的 100名小学生、100名大学生及
社区的 100 名广场舞爱好者共同参与了此次
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作为德阳垃圾分类系列推广
活动的一部分，紧密衔接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百
日行动，为推广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前期造势。

在当天的活动中，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同步
推进，现场志愿者向市民讲解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情况、家庭垃圾分类方法，发放宣传资料等。
据统计，此次共向市民发放垃圾分类指南、垃圾
分类手册共计5000余册，垃圾分类倡议书1200
余份。

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助力中江基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讯（王菊 顾海清 记者 钟正
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健全完善政务服
务体系决策部署，近日，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副
主任王国均一行到中江调研基层政务服务体系
建设。中江县行政审批局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杰兴镇便民服务中
心和中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查看了办公环境、设
施配套、人员配备、进驻窗口和办理事项范围，
听取了中江县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汇报。

王国均表示，基层政务服务实体中心要积
极探索实施智能化服务，积极推动县级政务服
务事项咨询、申报服务下沉到基层，推动“放管
服”改革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将服务大厅送到群
众家门口，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切实提升群
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罗江区“微动力”
点亮扶贫济困“灯”

四川经济日报讯（张明云 记者 钟正有）在全
国第六个“扶贫日”到来之际，由德阳罗江区委组
织部、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区扶贫开发局共同
举办的“微动力”爱心扶贫资金捐赠仪式在鄢家
镇灯盏村举行。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胡勇出席
活动。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区扶贫
开发局、鄢家镇主要领导，拜尔斯道夫、智趣科技、
三图建设等7家捐赠企业负责人，鄢家镇各村第
一书记，灯盏村全村贫困户参加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共收到爱心资金13.29万元。据了
解，当天，罗江各镇、各部门和各帮扶干部纷纷行动
起来，走村入户开展走访和送温暖活动。帮扶干部
既宣传了党和国家各项扶贫惠农政策，也深入了
解帮扶计划措施落实情况，更力所能及地解决了
贫困户的困难和问题，切实营造了“扶贫日”全覆
盖、多维度、有温度的社会扶贫良好氛围。

什邡师古镇206户棚改居民
喜领新房钥匙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邹亮 记者 童登俊）
近日，什邡师古镇探索试点“民生事项票决制”
实施的第一批镇重大民生项目“棚户区改造（一
期）项目”正式交房，206户棚改居民喜领新房
钥匙，部分市镇人大代表全程参与。

据悉，师古镇探索试点“民生事项票决制”
已有两年了，像棚户区改造这样的民生项目已
实施 15 个，实现了政府身份在民生工作上由

“决策者”到“执行者”、服务理念由“为民作主”
向“让民作主”的转变，有效杜绝了“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的发生，政府公信力得到不断提升。
同时，也有效激发了人大代表参与、跟踪监督民
生实事的积极性，代表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

中江县副县长
调研乡镇便民服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周洪良 顾海清 记者 钟
正有）为助力中江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10
月 21日，中江县副县长梅彩玲深入元兴乡、石
龙乡等乡镇调研便民服务工作。该县行政审批
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陪同。

梅彩玲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有组织、有纪律、有步骤地推进乡镇
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各乡镇要做到四个不
减，即：工作人员不减、服务事项不减、服务窗口
不减、服务网络不减；县行政审批局要加强综合
协调，强化人员培训，做实机构、场地、窗口、制
度等标准化建设；县级各业务主管部门要加强
业务培训与指导，及时将新政策、新要求传达至
便民服务窗口。并希望各乡镇继续努力挖掘自
身潜力，加大宣传引导，更好满足群众办事需
求，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创维集团向遂宁困难职工
捐赠爱心物资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记者 张琳琪）根据四
川省总工会、四川省困难职工基金会的统一安
排，10月22日，遂宁市总工会联合深圳创维集团
开展“创维公益万里行，集善帮困暖人心”捐赠
会在遂宁举行。创维集团向遂宁市困难职工和
部分工会服务站点捐赠了电饭煲、微波炉、冰
箱、空调、饮水机和专项补贴凭证等爱心物资。

据了解，除捐赠行动外，遂宁还将有 8000
名困难职工（农民工）获得购买创维产品专项补
贴卡。创维集团针对专项补贴销售的产品，承诺
90日内执行价格保护，90日内遇到四川市场其
他商场同型号产品有更低销售价格，则按照差
价进行补差，确保困难职工（农民工）真正享受
专项补贴。

据介绍，捐赠物资和补贴凭证的发放对象
为困难职工或农民工，包括建档困难职工和各
单位较困难的一线职工，捐赠物资发放给个人
的，优先发放给建档困难职工。遂宁市总工会要
求确保捐赠物资和补贴凭证准确发放到困难职
工（农民工）手中，让受助的困难职工（农民工）
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心。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张权 记者 李国
富）近日，记者在南充嘉陵区大通镇玉村沟村看
到，该村卫生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设有诊断
室、治疗室、药房等，配置了中西医药柜、诊断座
椅、诊疗床、身高体重计等标准化设备，能满足
村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当天，村卫生室的村医还对免费建有健康

档案且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村民进
行了随访。“村卫生室条件很好，平时身体有点
小毛病，在村里就能治好。”村民皮素芳告诉记
者，过去村里人生病了要到距离村子数十公里
的镇卫生院就医，现在村卫生室建好了，在家门
口就能看病就医，非常方便。

“每个村都建起了卫生室，并配备了村医。”

大通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赵志辉介绍，接下来
将进一步完善村卫生室设备配置，努力满足村
民对基层医疗服务的需求。

目前，嘉陵区 347 个村全部设置了村卫生
室，并且补充了合格村医89人。预计到2022年，
将实现村医的新老更替，全面消除空白村，解决
乡医老龄化等问题。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刘 彬 陈启平记
者 陈家明）今年以来，自贡市沿滩区扎实开
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坚持对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露头就打，严
防“四风”反弹，有效地解决部分干部“庸懒
散慢虚”不良作风及文山会海、频繁检查督
查、过度留痕等问题，凝聚起了真抓实干的
强大合力。

沿滩新城恒大绿洲社区的党员干部认真查
找发生在身边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表现后一
致认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找准“病
根”动真格，如果仅仅停留于发文件、印方案、喊
口号，就会陷入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怪圈”，分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时间
和精力。通过学习，党支部书记王智容表示、一
定要转变作风，多下基层，提升效率，从“埋头看

资料”转向“抬头看成效”。
据卫坪镇纪委负责人介绍，近期，镇党委着

力于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由和源头上牢牢
抓住领导干部这一“牛鼻子”、拧紧理想信念这
一“总开关”等关键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靶
向施治，确保用最坚定的决心、最饱满的信心打
赢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场攻坚战、持
久战。

资阳文旅产品《资阳史画》
连环画系列丛书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记者 汤斌）记者日
前从资阳市获悉，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组织
编印的《资阳史画》连环画系列丛书于近日出
炉。

据了解，为推动本土文化作品创作生产，提
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去年 11月，文学创作团队
对该市历史文化进行基础性研究，对历史名人
生平、成长、成就及其与资阳的关联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进行课题策划，确立了 8位名人的
文学课题《开国元帅陈毅》《苌弘化碧》《王褒开
赋》《董钧通儒》《诗僧贾岛》《数学家秦九韶》《作
家邵子南》《博家谢无量》。丛书含8本名人白描
连环画和1本《资阳人》彩绘连环画。

《资阳史画》连环画系列丛书展现了资阳悠
久的历史文化，它不仅是该市重要的外宣文化
产品，也将成为旅游者获取资阳文化印象的重
要文化旅游产品。

四川经济日报讯（马宣 记者 庄媛 文/
图）金秋十月，阿坝州马尔康市第三小学、日
部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北京温特莱集
团、北京安阳企业商会、四川省崇州市金盆地
集团的爱心人士。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
来，将价值近 30万元的爱心礼物送到了小朋
友们的手中。

10月 22日，企业爱心捐赠活动在马尔康
第三小学运动场举行。北京安阳企业商会副
会长赵刘海代表捐赠企业发表了心怀藏区、
回报社会的演讲。参会企业、安阳商会分别与
马尔康市教育局签署了物资捐赠交接证书。
马三小、日部小学校长接受物资捐赠牌并向
企业家们送上锦旗，部分学生代表上台接受

捐赠。
马尔康市教育局局长邓锡英对爱心企业

以善济学、大爱无疆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她
希望接受捐赠的两所学校要管好用好这些爱
心物资，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希望同学们
常怀感恩之心，勤奋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对
国家的有用之才。

自贡沿滩区精准纠正“四风”问题

南充嘉陵区村村建起卫生室 群众看病不再难

北京爱心企业走进马尔康开展校园捐赠

党旗引领 石棉“懒人窝”变身“幸福窝”

活动现场

从 2012年前的年人均收入低于 2700元，到
如今年人均收入1万多元；从因贫困而“闻名”的

“懒人窝”，再到拥有神泉、神树、枇杷、黄果柑、
民宿、农家乐等多张产业名片的“幸福窝”……
近年来，在党旗引领下，石棉三索窝实现了脱贫
致富的华丽变身。

建起来 贫困山村换新颜
近日，记者来到雅安市石棉县迎政乡新民

村三索窝，一排排灰瓦白墙的小楼依山而建，宽
阔的水泥村道，景观绿树、健身器材、休闲座椅
一应俱全，大片的枇杷树和核桃树绵延在乡道
两旁。“现在的三索窝，真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
变化了。”新民村第一书记陈涛对记者说道。

陈涛告诉记者，如果早些年来，三索窝完全
可以用糟糕来形容，三索窝是新民村4组、5组的

“小地名”，海拔 1400米左右，属于中高山村，加
之基础道路的不便，让三索窝几乎成为一个“孤
岛”，想要致富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想要让三索窝富起来首先要从基础
设施抓起。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容

易，而这副重担也压在了村支书王立军和村主
任郑凤兰身上。

“4·20”芦山强烈地震后，村两委积极向上
争取，经过考察最终把三索窝定为了雅安市重
点打造的灾后重建新村之一。

王立军表示，一开始，三索窝没有被纳为重
建新村，村两委和乡党委争取了多次，最终才被
纳入。“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我很欣喜，因为我知
道基础建设是三索窝致富的必经之路。”

终于在 2013 年 9 月三索窝新村正式动工，
2015年2月举行集体乔迁仪式，共安置受灾农户
82户 327人，面积约 50亩。经过近两年的建设，
三索窝的颜值提高了，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里、来到这里、喜欢这里了，昔日的“孤岛”也
变成了世外桃源。

干起来 贫困山村产业兴
新的村子建起来了，要实现脱贫目标，干什

么、怎么干，乡党委和村两委动起了脑筋。
经过多方考察，迎政乡党委根据实际制定

了以“灾后重建靓新村，基础设施惠民生，枇杷

核桃兴产业，乡村旅游助奔康”的发展思路。
村两委也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推选

出脱贫示范户，并在专业服务队的直接指导
下，规范实施枇杷生产修枝整形、肥水管理、
疏花疏果、套袋等一系列田管技术措施，改造
提升低产低效枇杷园，使枇杷产业得到了迅
速发展。

同时，依靠景区的建成与发展，形成以安
置居住、农旅联动为主，兼顾农产品营销、特色
文化展示、农家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综合开发
的发展模式，成为具有现代田园风光，宜居、宜
游的首选之地。2018 年，三索窝圆满举办了石
棉县第八届黄果柑会场活动和枇杷采摘体验
活动，旅游人数年累计达 5 万人次，带动餐饮、
民宿、农副产品等增收达 250 万元以上。如今，

“神泉三索窝，美丽新家园”生态旅游品牌逐步
形成，全村农旅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同时，产
自当地的枇杷，以其优良的品质，甜美的口感
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先后获得了“中华名
果大五星枇杷”、“中国优质晚熟枇杷生产基
地”等荣誉称号。

富起来 贫困山村奔小康
从 2012 年的人年均收入低于 2700 元的省

级贫困村，到如今人均年收入突破 1万多元，三
索窝在党旗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陈涛对记者说：“2017年这里农民夜校开办
时，只有几个人来，我和村两委只能搞一些听课
积分送礼物的活动。随着课程的深入，课程也从
10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村民的兴致
也越来越高，现在每次夜校开课都有上百人
来。”

村民的思想改变了，致富的道路也越走越
宽。如今，除了枇杷和核桃等产业，“神树”、“神
泉”、休闲垂钓、观光采摘，都是这里的特色亮
点。随着游客的增多，很多农家乐一天就有五六
百元的收入。

如今，三索窝在村支书王立军和村主任郑
凤兰的带动下，投资建起了枇杷加工厂，拓宽了
村民致富空间，促使枇杷产业有了多元化的发
展。“我希望厂子越做越大，成为三索窝新的名
片。”王立军说道。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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