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四川嘉叶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码：5118020002994）
遗失作废，财务专用章（编码：5118025002758）遗失作废。

●李树鹏（身份证号：513122197303251113）不慎遗失
残疾证（原残疾证号：川军R051081因公八级伤残证，原证
流水号：00539501），特登报声明。

●邻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邻水县林业局）职工
毛永（身份证号码：513031196403180013）经邻水县工程系
列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1993年2月28日至3月1日评审通
过，邻水县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取得的助理工程
师职务任职资格证（旧版）不慎遗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邻水县颜大刀老火锅店（负责人：颜昌明）《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116230041151）遗失作
废。

●威远县中百联合超市（负责人：叶景谨）《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02400008227）遗失作
废。

●威远县铺子湾建材经营部（经营者：王建）个体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3WD1W9G）
遗失作废。

●威远县罗福明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1024600201671）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完美一族理发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1181600411103）遗失作废。

●四川省汉源县萌 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3124000014357）遗失作废。

●丹棱县宋记石磨豆花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9 年 3 月 7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24MA62FQ9Y8R）遗失作废。

●成都金瑞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城山六善酒店管
理 分 公 司 ，四 川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票 号 ：15230564、
15230605）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伊斯贝特海鲜中西餐自助餐厅，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11181600514009）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贵州建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印鉴卡一张，
声明作废。

●四川博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上海红
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金牛分公司收据（号：0000625，金
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青羊区昌玉一点味餐厅，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0105600185671）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金牛区深夜小吃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106MA662L9W0R）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冯廷武持有位于盐亭县云溪镇文同路上段 215 号
（中 央 大 城）11 幢 5- 4- 3 号 房 屋 产 权 证（产 权 证 号
000211430），共有人姚小平（共有证号 00021143-1），因借
贷纠纷被执行，原房屋产权证作废，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四 川 柏 恺 苗 木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824MA6537TW47）经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责任自
负。

特此公告
四川柏恺苗木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经成都荷泽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29MA6CMPN62Q）股东会决定：成都荷泽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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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荷泽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2000万
元人民币减少为 1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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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圣丰云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5000万
元人民币减少为1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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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宗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

成都蜀金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5MA6C7CJB0C]经股东会决定注销。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
办理有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成都蜀金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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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记者 蒋培路）日前，
记者从乐山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该局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查找乐山打赢
蓝天保卫战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决定从即日起，全面启动
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驻点督查。

督查重点围绕建设工地扬尘、道路清扫保
洁、餐饮油烟、“散乱污”企业、工业污染、砂石行
业、机动车污染、燃煤锅炉、城市“五烧”、重污染
天气应急十个方面以及突出大气污染问题整改

情况开展驻点督查。
在建设工地扬尘管控方面。对工地“六必

须、六不准、六个百分百”、在线监控联网、出入
车辆清洗等扬尘治理情况进行督查，重点督查
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后，是否落实相应减排措
施。

在道路清扫保洁和管理方面，重点按照“以
克论净”的考核要求，主城区及周边道路实现每
平方米扬尘清扫量不高于 10毫克，重点区域其
他路面每平方米扬尘清扫量不高于 20毫克；对

绿化带、隔离带、园林等进行督查。
同时，加强对主城区餐饮店及单位食堂油

烟净化设施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整治；对“散乱
污”企业进行抽查和现场核查；对水泥、砖瓦、钢
铁等工业行业大气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现场
督查；督查砂石加工场地是否落实扬尘防治措
施、进出车辆是否有冲洗设施；对储油库、加油
（气）站和企业自备油库，柴油车等使用油品情
况进行监管。

此外，在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城市“五烧”管

控、重污染天气应急等方面加强监管。在大气污
染突出问题整改方面，重点督查中央、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涉及的问题、省大气强化监督
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大气强化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的整改情况。

据介绍，此次督查采用驻点方式，以现场检
查和调阅资料为主的方式开展。主要查找突出
环境问题和违法线索，然后移交当地政府督促
建立问题台账逐一整改销号。本次督查时间将
持续到2020年2月。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 文/图）
10月 23日，“大数据执行综合查控平台”在德
阳市旌阳区法院正式上线。

该平台是旌阳区法院在德阳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依托其政务
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建立的德阳市首个执行
综合性查控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被执行人
财产情况和身份信息一键查控，极大缩短财
产查控时间，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副调研员向晓波、市中院执
行局副局长高正、市律师协会会长胡冬林，区
委副书记王永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谊
红、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六巡回指导
组组长廖明通、区法院院长杨春林参加了上
线仪式。

长期以来，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
寻是制约执行工作的一大瓶颈，传统的查人
找物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执行资源，往往却只
能收获碎片化、零碎的财产信息。今年7月，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综合
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要
求加大信息化手段在执行工作中的应用，整
合完善现有信息化系统，实现网络化查找被
执行人和控制财产的执行工作机制。

为此，旌阳区法院将加强信息化建设作
为破解执行难题、补齐执行短板的突破口，主
动加强与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协同
对接，建成了全面覆盖、相互协调、信息共享、
科学高效的大数据执行综合查控平台。

该平台整合德阳全市市场监管、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民政、

公积金中心等数十个部门数据资源，覆盖被
执行人婚姻社保、动产抵押、住房土地、工商
登记、公积金等主要财产信息，且通过该大数
据平台中心可对接全省电子政务数据，共享
全省政务数据资源，具有全面高效、快捷方便
的优势，填补了“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执行
查询系统空白，彻底改变过去“登门临柜”的

传统执行模式，使旌阳区法院网络查控财产
手段走在全省前列。

下一步，旌阳区法院将持续深化与市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的协同合作，实现执
行人员足不出户即可查询被执行人全部财产
信息，为切实解决“执行难”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撑和数据保障。

四川经济日报讯 （曾涛 记者 钟正有）为
了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不断增强员工廉洁从业
和遵纪守法意识，近日，中江农信联社党委组织
党委成员、部分中干、分社主任、客户经理、本部
员工共99人到金堂监狱参加了警示教育活动。

首先，监狱民警带领大家参观了监区。参观
队伍进入到监区，看到了铁窗高墙、一墙之隔状
如冰炭。大家先后参观了服刑人员的生活区、改

造区、教育区，现场了解了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的
生活情况和改造情况，亲眼目睹了“高强电网”
内的铁窗生活。在生活区域有监舍、思过室、阅
览室、运动场等设施，服刑人员的活动都是有严
格限制的，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定点定时，而且要
置于狱警的全面监控之下进行。

参观完监区，大家来到警示教育中心听取
了两名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两名服刑人员真
切地表达了失去自由的痛苦、对家人的歉疚以

及对犯罪行为的深深忏悔，以自身如何从“云
端”走向“深谷”的亲身经历告诫在场人员引以
为诫，珍惜现在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坚决不去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堂生动
的廉政警示教育课，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大家纷
纷表示将以此为鉴，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警钟
长鸣，遵法纪、守规矩、知敬畏、明底线，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德阳市罗江区领导
开展“双创”工作调研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钰 石玮 记者 钟正
有）近日，德阳市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区委副
书记、总工会主席江涛及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
局、住建局负责人一行到万安镇富乐社区调研

“双创”工作，万安镇镇长姜红、富乐社区党委书
记肖凤陪同。

曾长江一行首先到老火车站、综合市场实
地查看了城市风貌改造情况，对富乐社区辖区
内旱厕、临时停车场等改建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

在随后召开的“双创”工作座谈会上，大家
听取了万安镇长姜红、镇“双创办”及社区干部、
社区人大代表、党员对“双创”工作的汇报。曾长
江对现阶段该镇“双创”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
要求，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该镇及社区应继
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创促建，以创促管，通
过主题教育活动以及“双创”工作的开展，切实
提升城市功能，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什邡民警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回归大自然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张敦霜 记者 童登
俊）近日，什邡市公安局马祖派出所在辖区场
镇，将一老人笼中关养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夜
鹭送交林业部门放归大自然。

10月 9日上午，马祖派出所组织的巡逻队
员在场镇开展常规巡逻期间，一名群众向队员
反映：在邮政所门口有一老大爷在卖鸟，鸟很漂
亮、平时没怎么见过，怀疑是国家保护鸟类。巡
逻队员立即前往邮电所门口。队员发现一名年
约八旬的老大爷脚边摆放着一个鸟笼，并正在
询问路人买不买笼子里的鸟。

由于不认识这只漂亮的鸟儿到底是不是保
护动物，派出所民警拍照后在网上查询，得知这
只鸟儿极有可能是学名为“夜鹭”的鸟，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是中型涉禽。据老大爷说，这只
鸟是前几天在敬老院一个老大爷手中以 20元
的价格买回来的，当时也不知道是保护动物，只
是看着漂亮，就买回家养了，但养了两三天，该
鸟不吃东西，怕养不活才到街上想把鸟卖掉。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刻联系了市森林公安
局，在森林公安和野生动物专家的进一步确认
下，确定这只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夜鹭，民警
随即将鸟儿移交给森林公安。

西充县
推进社保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曾明辉 记者 张小
星）“国家的减税降费政策前所未有，对提升我们
企业发展的信心意义重大，感谢党、国家的好政
策。”日前，位于西充县多扶镇的四川通光光缆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得知2019年5至9月公司
减少社保缴费5.73万元时，面带喜色地说。

据了解，降费前，由于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较高，该县部分用人单位、自由职业者参保缴费
不积极，企业欠费较普遍，新增参保人数缓慢，
而“双降”政策出台后情况出现大变化。

企业缴费积极了。星河生物人力资源工作
人员小高说：“降费政策出台了，我们更要积极
主动缴纳社保费了。”

自由职业人员参保积极了。2019 年 5 至 9
月新增个体参保781人。此外，续缴人员缴费也
积极了。历年续保缴费的高峰期 10 月份才开
始，而今年 6月省上公布 2019年个体缴费标准
后，每天前来缴费的人络绎不绝，日平均达 100
余人。

据悉，2019年5至9月，该县养老保险共降费
400.52万元，人均降费141.45元/月，降幅达29%；
失业保险5至9月共降费329.27万元，人均降费
56.07元/月，降幅达50%；工伤保险5至9月共降
费83.88万元，人均降费12.01元/月，降幅达50%。

西充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局按照中
央、省的决策部署和上级安排，坚持“执行政策不
讲条件，落实政策不打折扣”，通过“强化宣传不留
死角，突出培训不走过场，对比数据不掺水份，优
质服务不流形式”等措施，确保了社保降费政策落
实落地，开花结果。如今，社保降费惠及该县大小
企业500多个，其中：养老保险291户，失业保险
459户，工伤保险544户。养老保险惠及参保职工
5663人，失业保险惠及参保职工11746人，工伤保
险惠及13964人。参保单位、参保人实现“应降尽
降、应惠尽惠”，实现了全覆盖。全县500多个参保
单位不同程度大幅度减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缴费金额，下降幅度之大，为历史之最。

自贡市自流井区
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新形式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邓倩 记者 陈家
明）今年以来，自贡市自流井区坚持普法与依法
治理相结合，持续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新形式，
今年1至9月，共计开展各类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2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受
教育青少年2000人次。

立体式普法。该区实施“法治校园示范区”创
建，挑选优秀政法干警受聘担任全区48所中小学
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在“六一”儿童
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送法进校系列活动；重视
家庭普法教育，增强家长法治意识和普法理念，强
化监护教育责任感。

互动式普法。该区开展了“最美青春·法治护
航”暑期普法教育活动，联合专家学者深入全区重
点中小学校，以案释法，辨法析理；与理工学院合
作开展活动，将法治学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全面
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意识。

趣味式普法。该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学校
开展了“法治伴我行·与祖国共成长”活动，开展
法治教育专题征文比赛和法治绘画作品评比；利
用板报等设施，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中江农信联社党员参加警示教育

旌阳区法院在全省率先上线“大数据执行综合查控平台”

“大数据执行综合查控平台”上线

乐山启动大气污染防治驻点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