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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成都市金牛区陈晓尧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解散
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
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三段388号东2栋2楼171号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市金牛区陈晓尧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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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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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功夫动漫文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遗失公告

●邻水县合流农业技术推广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132358421540X8）遗失作
废。

●邻水县柑子农业技术推广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副本（编号：事证第151132300479号）遗失作废。

●汉源县锦承装饰部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3124600143753）遗失作废。

●四川省九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109215022140）遗 失 作 废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5109215022141）遗 失 作 废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码 ：
5109215022142）遗失作废；法定代表人徐晓玉名章（编
码：5109215022143）遗失作废。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国土资源所，公章（编码：
5111325000203）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乐山市捷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
输证（川 L65200 黄色，营运证号码为：川交运管乐字
0061095）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资阳禾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阳富力天禧花园
项目编号为 00015286收据，因作废一式三联遗失，特此
声明。

●蒋雷，男（父亲：蒋顺军，母亲：雷永虹）于 2006年
11月 9日出生于安岳县人民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原
编号：G51017590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经济日报讯（谢静 记者 钟正有 文/图）当前正值水稻
栽插保苗关键时期，但气温居高不下，受旱情影响面积在不断增
加，德阳罗江区新盛镇党委政府及时召开防汛抗旱工作安排部署
会，将防汛抗旱保苗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抓。为确保工作有序进
行，镇纪委强化监督，严明纪律，多举措助力防汛抗旱保苗工作。

各班子成员、联村干部要实地查看走访，深入到田间地头
去，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指导各村做好抗旱保苗用水工作，把旱
情应对措施和人民渠供水安排向群众解释清楚。

及时向村组转发区气象局天气预报，及时掌握天气动态，指
导群众做好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

该镇纪委加强监督检查，对镇村抗旱、值班值守、秸秆禁烧
巡逻宣传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干部通讯畅通，积极深入所
联系村指导抗旱工作。持续加强秸秆禁烧、安全用电、森林防火
等宣传和巡查工作。

对留守老人、贫困户等用水情况进行摸排，防止出现饮水困
难。密切关注群众因抗旱可能引起的用水纠纷，镇村干部接到一
起，处理一起，及时处理到位，确保抗旱顺利进行。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蓉）5 月 20 日，
德阳公安交警支队召开新闻通气会，记者在会
上获悉，德阳“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将进入
固化阶段。

据介绍，全面推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宣传引导阶段，从5月1日
至7月1日；劝导查纠阶段，从6月1日至11月30
日；总结固化阶段，从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目
前，交警支队已对2338名未佩戴头盔、2669名未
使用安全带的驾乘人员进行了现场安全教育。
与此同时，还积极推动“买电动自行车送头盔”、

“买保险送头盔”、交通安全答题奖头盔、爱心企

业捐赠头盔、企事业单位为职工配头盔等活动，
开展快递、外卖行业佩戴头盔，出租车、网约车、
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等行业规范使用安全带等6
大示范引领活动。

特别提醒摩托车驾乘人员，从 6月 1日起至
11月 30日，全市公安交警将集中查处不佩戴安
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对驾驶摩托车不戴头
盔将给予罚款50元、记2分的处罚，乘坐摩托车
不戴头盔给予罚款30元的处罚。同时，对驾乘汽
车不使用安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采取现场查
纠和视频抓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查处；在高速
公路或快速路上，不使用安全带将罚款 200元、

记 2分；在高速公路或快速路以外，不使用安全
带将罚款50元、不记分。

对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行为，公安
交警将进行劝导，督促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

此外，2020 年是德阳市第六届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一年，今年创城测
评所占总分比值为60%。德阳公安交警将分批次
推进重点路口的规范管理工作。

重点整治路口有：泰山路长江路口、泰山路
绵远街路口、泰山路岷江路口、泰山路珠江路
口、泰山路松花江路口、泰山路青衣江路口、泰
山路金沙江路口、蓥华山路青衣江路口、庐山路

长江路口、庐山路岷江路口、庐山路珠江路口、
庐山路西湖路口、庐山路北泉路口、庐山路黄河
路口、庐山路凯江路口、庐山路旌湖路口、庐山
路青衣江路口、庐山路渭河路口、罗江万安北路
升平路口、罗江万安北路纹江路口，共 20 个路
口。

重点查处违法行为有：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乱穿马路，行人横
穿马路、闯红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公安交警将
现场进行纠正、处罚，并利用检查点的宣传牌、
宣传册、宣传录像对骑车人和行人开展文明交
通教育、曝光警示等。

合江白米镇多措并举禁烧秸秆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做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决胜之年秸秆禁烧工作，泸州市合江县白米镇
严格落实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杂草、生活垃
圾工作，严把空气环境质量关。

成立秸秆禁烧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任组
长，各村联村领导任副组长，联村干部和村干部
为成员的秸秆禁烧领导小组，全面开展秸秆禁
烧工作。

制定白米镇秸秆禁烧工作方案。依据属地
管理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管理，
进一步完善“镇—村—社”三级网格责任体系
组织巡查暗访组，深入村社巡查暗访，及时制
止秸秆、杂草、生活垃圾等废弃物焚烧行为，对
管控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照相关规定追责
问责。

大力宣传秸秆有偿回收粉碎还田。根据收
割时节，提前安排秸秆禁烧和秸秆回收宣传教
育，安排秸秆回收车下乡入户回收秸秆，减少焚
烧源头。

开展秸秆焚烧环保培训班。在派出所不定
期举办对违反秸秆禁烧行为人的秸秆焚烧环保
培训班，学制三天，聘请与秸秆禁烧和环保等相
关单位工作人员为其普法释法，完成学习后责
令签订遵守秸秆禁烧政策承诺书。

（杨池能 赵勇）

合江县人社局集中测试
练兵比武种子选手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泸州市合江县人
社局组织8名练兵比武种子选手进行了集中测
试。这8名选手经过前期闭卷测试、现场知识竞
答等环节的层层筛选。

此次测试以党的方针政策、人社业务知
识、疫情防控期间的政策等为主，旨在通过测
试检验种子选手的学习成果，让大家可以找到
自身不足，聚焦知识短板和差距，补齐弱项，进
一步提升业务素质和服务技能，同时也为 5月
下旬全市练兵比武总决赛选拔和培养优秀人
才。

此次 8名选手经过筛选之后，多种方式增
强学习，提升业务技能。一是自学为主，目前采
用封闭式脱产学习方式进行，全身心投入到学
习中去，全面提升业务知识储备和技能；二是培
训为辅，针对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组织相
关业务经办人进行讲解，进一步增强大家对相
关知识的了解，提升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三是
定期模拟考试，通过模拟测试检验大家的学习
成果，不断找出短板和弱项，加强学习。

合江县人社局将以此为契机，常态化开展
练兵比武活动，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学习能力
和业务水平，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
风过硬的高素质人社干部队伍，持续推进正行
风树新风，打造群众满意的人社服务。

（周如平 屈霜 杨池能）

罗江区行政审批局现场指导
减少群众跑路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杨长青 记者 钟正有）
5月 19日，德阳市罗江区行政审批局组织人员
到美团罗江办公地点，对协助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办事指南的宣传，以
及办理过程中所遇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和业务指
导，让其熟悉《四川省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法律法规提交资
料、规范许可证申报，避免资料提交不完善造成
多次跑路。

经过前期的业务指导，美团平台协助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家提供资料的已达 10余
家，办理成功的有4家。

据了解，罗江区行政审批局将继续加强对
业务办理的培训和宣传，确保为群众服好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为保障
贫困户及一般户的住房安全，德阳市罗江区万
安镇利用“摸、谈、拆、建”四字真言，持续推动土
坯房改造工作，力求让更多的万安百姓拥有安
全的居住房屋。

“一摸”摸清数量分布。在确定土坯房拆除
任务的当天，万安镇立即组织各村（社区）开展
有序的土坯房摸排工作。村书记、主任带头行
动，到每一户村民家中查看住房情况，车辆无法
到达的地方，村干部用脚走出“土坯房”的数目。
仅用一天时间，完成了全镇所有土坯房的摸排
工作，这背后不光是任务的驱使，更是对村民的
那份责任心。

“二谈”谈妥拆除意向。“大爷，你这个土坯

房闲置了没用，还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尽快组
织施工队帮您拆除了，您看没问题吧？”这一幕正
是摸排好数量以后，劝说村民拆除土坯房的情
景。对于闲置的土坯房，经过劝说，村民们都会理
解并支持拆除工作。但对于使用中的土坯房，却
会遇到困难——部分村民不愿拆除，然而村组
干部没有放弃，坚持到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去
一次不行就去第二次，每次都耐心讲解政策，指
出土坯房的安全隐患，最终打动了不愿拆除的
那几户，完成了全镇土坯房的拆除动员工作。

“三拆”拆除安全隐患。谈妥拆除意向后，工
作人员立即组织施工队入场对土坯房进行拆除
工作，并对需要拆除的土坯房一一拉上警戒线。
拆除过程中，由一名村干部现场掌握施工进度，

做好影像资料留存，确保整个施工工程的安全
性，及时安排清运拆除留下的建筑垃圾，保障沟
渠畅通，确保人居环境不受影响。

“四建”新建安全用房。拆除工作完成后，安
排工作人员前往村民家中规划新建事宜。按照
政策要求，协调运输建材，选择合适的建房地址，
确保村民尽快搬进新修的安全房屋。同时测量
新建用房的工程量，核算工程预算清单，制定一
户一策的新建方案，保证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

截至目前，已完成贫困户土坯房拆除22户
（其中8户已完成整改，14户重建中），一般户土
坯房拆除 51户，各村正在有序推进拆除整改，
力争在5月25日前完成所有土坯房拆除工作，6
月底前完成所有的新建工作。

中江县政协
助力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四川经济日报讯 （曾杰伟 记者 钟正
有）5 月 21 日，中江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
杨晓刚率部分市、县政协委员视察禁毒工作
推进情况。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兴隆镇五里坝村、兴隆
镇禁毒工作中心、中江县禁毒教育基地、凯江镇
玄武社区进行了实地查看，并开展了禁毒宣誓
活动。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县委政法
委关于该县禁毒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部分政
协委员围绕禁毒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要把握毒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二要加强
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三要突出工作重点，
明确目标任务。形成人人参与禁毒工作的良好
氛围。

德阳摩托车驾乘人6月起不戴头盔要被罚款

罗江区万安镇“摸、谈、拆、建”持续推动土坯房改造

德阳罗江区新盛镇助力防汛抗旱保苗

抗旱保苗

自贡自流井区举办
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法律知识讲座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李欣洁 记者 陈
家明）自贡市自流井区日前举办自流井区民营
企业复工复产法律知识讲座，区科技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金福星、盐都农业等 20户民营企业
负责人参加讲座。

此次法律讲座分基础知识讲解和现场提
问答疑两部分。四川品冠律师事务所吴筱律师
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就法律主体、违约责任、
用工风险、企业消亡等四个方面对疫情环境下
企业共性风险进行剖析解读，并针对各企业负
责人提出的个性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现场答疑
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