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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 青 神 县 鑫 界 实 木 家 具 厂 公 章（ 编 号 ：
91511425MA62J0U71X）遗失作废。

●丹棱县红瑞林食品经营部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6
年9月19日核发，注册号：511424600095903）遗失作废。

●威远县彭伟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1024MA63TBKN43）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一叶茶香茶叶经营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60312601)遗失作废。

● 李 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510124198401052016)遗失作废。

●李良 驾驶证(档案编号:510103630156)遗失作废。
●虹酒馆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813011310)正副本遗

失作废。
●虹酒馆 税务登记证(税号:519003197104090020)正

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2016级学生:姜星丞；专业：电子

信息工程，三方协议(编号：NO.13903202001953)遗失作废。

● 孟 莹 莹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号 ：
23213119880210062X）特此登报声明。

●唐春龙，不慎遗失身份证（号：232131198909040612）
特此登报声明。

●成都和嘉鑫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车辆川AX7799黄色
道路运输证（营运证），证号：川交运管成字 0476701号，遗
失作废。

●射洪云盛医疗器械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67DL2Y3N，声明作废。

●杨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2018届毕业生
遗失报到证，证号513429199506070013，声明作废。

●四川龙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合同 2 本（编号
1801555、1801695）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安岳齐力生物制剂有限公司所有的（原四川省安
岳制药厂）位于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街350号，国有土地（该宗地
号01-8-005号，证书号安岳国用（1997）资本第016223号，地
块面积20286㎡，其中建筑面积8255.25㎡。）四川省齐力生物
制剂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号01-8-441号，证书
号安岳国用（2014）字第01122号，地块宗面积756.8㎡，上述两
宗地证书因被盗遗失，从即日起声明作废，以本次声明为准。

特此声明
四川省安岳齐力生物制剂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11月27日

泸县推广农机保险
让农户安全致富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余翔 曾佐然 记者
庞玉宇）泸县是种粮大县，近年来，泸县以全省
农机化示范县建设为契机，加大农业机具补贴
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全县主要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7%。随着机械化的推
广和普及，农机安全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有效化
解农机风险事故，确保社会稳定，泸县农业农村
局多次与保险公司协商，为农户购买拖拉机交
强险提供便利。

“我觉得入保挺好的，像我们专合社的拖拉
机经常外出作业，买上一份交强险就好比吃下
一颗定心丸，不管是上路还是在田间作业，心里
都要稳妥得多，以后外出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日
前，泸县粟喻粮油专业合作社社长刘世超拿到
了中华保险泸县分公司的拖拉机交强险保单。

据中华保险泸县分公司负责人介绍，以前
泸县境内出现过拖拉机手在田间作业时出现伤
亡的先例，由于未交保险，所有损失一律自负，
给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经协商，泸县农业农村局与中华保险泸县
分公司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农户意愿，既
可以选择同时购买拖拉机交强险和商业险，又
可以单独购买拖拉机交强险。

自贡大安区教育人才队伍建
设“三大工程”开班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向添 记者 陈家明）
近日，自贡市大安区第十届骨干教师暨教育人
才队伍建设“三大工程”开班仪式在自贡市江姐
中学举行。

该区各中、小学校长，区教师进修校、区招
办、区后管中心、区体育中心负责人及全体学员
共270余人参加开班仪式。

会上，自贡市委教育体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和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周耘作了《新时代教师
队伍发展困境与对策探讨》的专题讲座，从新时
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对教师的要求，教师工作
现状、能力现状、社会支持现状、对教师职业的
理解和教师发展的条件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大家纷纷表示，要加强学习，不断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推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懈奋斗。

四川经济日报讯（胡智 樊星 记者 汤斌
文/图）12月1日上午，成都高新区石板凳镇桐
子坳社区综合体功能用房集中投用仪式在桐
子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据介绍，该社区综合体功能用房总建筑
面积约5851㎡，包含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办公

室、社区警务室、社区卫生院、养老服务站、图
书室、健身室、文体活动室、手工制作室、儿童
之家、综合农贸市场等，是集办公咨询、生活
服务、便民利民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社区综
合体，可一站式满足居民各种需求。

桐子坳社区综合体功能用房的正式投用，

是该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解决
好群众急难愁盼民生问题的具体践行。综合体
功能用房正式投用，将有利于补齐社区生活短
板，提高城镇宜居性和幸福感；有利于融合“人
城境业”四个要素，提升城镇空间形态品质；有
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什邡市不断提升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水平

四川经济日报讯（华洋 记者 钟正有）今年
以来，什邡市民政局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切实保
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低保提标扩面。该市将城市低保标准
由每人每月52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560元，农村
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350 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380元。1-11月累计发放城乡低保资金2507.41
万元；及时将建档立卡贫困户2676户3945人纳
入低保范围。

多项救助保障民生。该市实行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4-10月连
续 7 个月为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192.4万元，为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23.4万元；实施困难学生、困难尿毒症患者、重
度精神病患者专项临时救助，发挥“救急难”作
用，截至 11月共开展临时救助 5380人次，支出
救助资金300.85万元。

落实特殊群体福利。全市落实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逐年增长机制，1-11月共发放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 273.42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246.92万元；对孤儿（艾感儿童）基本生活费
进行提标，分散供养提高到 900元/月，集中供
养提高到 1400 元/月，全年发放基本生活费
26.46万元；为 16206人次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供
养金771.85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郭勇 林典 记者 毛春
燕 李弘）“我们本次督查的目的就是发现并解决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近期，内江市东兴
区扶贫开发局牵头对扶贫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的问题进行为期 11天的集中专项整治，局长
杨明远下达了“死命令”。

东兴区扶贫开发局本次专项整治共分 2个
督导组，每组 4人，主要针对动态管理数据核实
核准、脱贫攻坚档案资料归档、“两不愁三保障”
大排查问题销号认定、财政专项扶贫项目推进
等方面进行。

督导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直接入村
入户走访座谈，着力检查贫困户危房改造情况，
了解他们对扶贫干部的看法，对危房改造项目

落实情况的满意度，并向他们讲解了他们应享
受的基本保障事项。

“扶贫干部对我们贫困户是很尽责的，积极
为我们办事、为我们着想。我们有什么没弄清楚
的，大队的人都下来跟我们宣讲，很感谢这些扶
贫干部。”在走访小河口镇庙儿坡村贫困户曾元
洪时，他热情地握住督导组组员雷洪的手，对扶
贫干部和村干部赞不绝口。

群众利益无小事。东兴区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把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抓准、
抓住、抓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区纪委监委
牵头开展对群众利益漠然处之、空头承诺、推诿扯
皮，以及办事不公、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制发了工作任务清单，确定19个责任单位，明

确了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23项具体整治任务。
东兴区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聚焦”扶贫领

域。对全区4477名适龄贫困户子女进行排查，目
前已劝返5名辍学学生重新入学，适龄入学（园）
率达到99.6%。全区各医疗机构收治贫困人口患
者住院 3175人次，无 1例就诊自付超过 10%。对
全区 49户易地扶贫搬迁和 771户危房改造工作
进行联合督导 10次，对 1113套易地扶贫搬迁住
房建设开展检查，发现住房安全隐患等问题 20
处，已整改完成19处。

此外，东兴区坚持以群众需要为导向，着力
在食品药品安全、环保等民生领域下功夫。全区
开展食品领域各类联合执法检查 32次，取缔无
证无照企业 18家。对 180家次药品经营、医疗机

构开展联合检查，立案查处 1 起。对辖区内 390
家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专项检查，发现5项违规行
为，查处辖区内定点药店涉及违规金额合计100
余万元，暂停医药机构联网结算59家。加大环保
领域执法力度，发放整改通知书24份，立行立改
问题120余个，立案查处10起。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东兴区纪委监委立案
查处侵害群众身边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95件，党纪政务处分 39人，组织处理 166人（其
中涉农保险组织处理 94人），始终保持惩治“微
腐败”高压态势。

“我们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东兴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莉表示。

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大力推
进民生事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 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党
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工作
思路，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狠抓落实，于近日
圆满地完成了?今年计划并实施的三大民生工
程。

饮水工程顺利完工，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为解决场镇居民长期以来吃水难、用水难问题，
镇政府争取到 150万元资金，顺利完成自 2011
年以来遗留下来的场镇供水管网改造，其中累
计改造场镇供水管网达700余米，一次性受益居
民达2000人。群众喜上眉梢，高兴地说：“如今我
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天天用上了自来水”。

完善基础建设，为场镇经济建设铺路。镇
党委、政府以便利公共服务、美化镇容镇貌为
工作重点，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今年以来安装路灯40盏，修建道路1.8公
里，便民路 2.5公里，维修村道公路 1.5公里，扩
建场镇道路、村道路近2公里。维修整治山坪塘
3 口，拦河堰 1 处，修建水上廊道 102 米，栈道
240 米。完成场镇 700 余米供水管网改造，
110KV输电线路40基铁塔建设，为实现农业和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危房改造，让群众安居乐业。为真真切切
让群众安居乐业，全镇顺利完成 55户C级，24
户 D 级危房改造任务，发放补助资金 79.65 万
元，使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陈晨)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童登俊）国家
司法救助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了落实好司法救助工作，维护被
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广
汉市人民检察院近日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刘忠等
省、市、县人大代表以及部分政协委员对司法救
助工作进行监督。

在刘忠等“四级”人大代表、部分政协委员
的监督和见证下，广汉市人民检察院向4名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集中发放了国家司法
救助金，总计5.4万元。其中受救助对象中有3名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时为被害当事人及家属提
供救助，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为了保障救助效果，维护救助对象的合法
权益，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以后，刘忠等“四级”
人大代表在检察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先后多次
深入司法救助对象的家中进行实地回访。家住
广汉市兴隆镇的郑水能，2017年 9月在一起交
通肇事案中失去了劳动能力，成为了此次交通
肇事案的被害当事人。由于案件无法侦破，失去
劳动能力的被害人郑水能及其家属依法得不到
有效赔偿，生活重担便落在妻子袁昌荣一个人
的肩上，生活陷入困境。在此次司法救助中，郑
水能受得了广汉市人民检察院14000元的国家
司法救助，这笔救助资金为他家带来了很大帮
助。当人大代表到他家里回访时，郑水能一家非

常高兴，他们对国家能有这样的救助政策表示
感恩，对能获得广汉市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救助
表示感谢。

为了能让郑水能这样的被害人能够获得更
多的帮助，今年来，广汉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扶贫
开发局会签了《关于将司法救助融入脱贫攻坚
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同时加大了与民政、
教育、司法、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工作，
积极建立司法救助与民政救助、城乡低保、法律
援助等相关工作的衔接机制，争取采取多渠道、
多形式救助，实现救助的持续性和多样性，从而
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内江市东兴区：把群众关心的问题解决好

成都高新区石板凳镇桐子坳社区综合体功能用房投用

集中启用仪式

富顺县“爱心妈妈”杨丽萍接
力帮扶孤儿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张真德 记者 陈家
明）近日，富顺县中医院职工、“爱心妈妈”杨丽
萍备上蛋糕及各类食材，带着2个“儿子”，坐了
半小时的车，走了2公里乡间小路，来到东湖街
道凉桥村十组事实孤儿小丽（化名）半山坡上的
家，为其庆祝15岁生日。

“我孙女还没这么过过生日，杨老师对两个
娃儿太好了，她们父母在时，都没这么好。”看到
庆生仪式，奶奶黄显群激动得热泪盈眶。

今年 4月，杨丽萍因倾情帮教富世街道海
棠村事实孤儿李富（己外出打工）、李贵（化名）
的事迹被评为“四川好人”。杨丽萍获奖后爱心
不减，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医院健康扶贫慈善救
助项目，截至目前，医院已对全县182名贫困人
员实施救助。

今年7月，杨丽萍再次获知，东湖街道凉桥
村小丽、小茜（化名）两姊妹自幼父亡母失，跟着
爷爷奶奶和叔公生活，因生活成长环境恶劣，小
丽已明显的自闭，拒绝与人沟通。通过多次接触
和细致的关怀，俩孩子和“妈妈”杨丽萍相处融
洽，渐渐形成心理依赖。在“妈妈”、富顺壹家公
益协会志愿者及老师的帮教下，小丽不但性情
变得开朗，学习也是奋起直追，上次考试，成绩
居然跃居前20名，受到老师表扬。

“我帮助事实孤儿，只是尽自己应有的责
任，同时我也收获了不尽的快乐！看到孩子们越
来越阳光乖巧，都在努力学习，我为他们感到自
豪！”杨丽萍表示。

广汉检察院邀请人大政协代表现场监督司法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