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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公告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我厂原执行标准改为花茶：

GB/T22292、绿茶：GB/T14456.1，原执行标准不再使用，
已销售的产品在 2020年 6月 10日前全部召回，请各地经
销商联系召回事宜，过期本厂不再受理。2020年6月10日
后未召回的产品出现相关问题本厂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犍为县小溪茶厂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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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公 告
我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在

“四川经济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的拍卖标的
“1、王村变电站内机器设备及构筑物。”更正
为“1、王村变电站内机器设备及办公设备。”。

特此更正！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遗失公告
●东坡区毅力装饰经营部公章、财务章遗

失作废。
●东坡区左家羊肉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114020047790）遗失
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孕婴世界婴儿用品经营部
二环路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5114020003974）遗失作废。

●东坡区青青宝贝婴儿用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4020016074）
遗失作废。

●青神县双全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114250011823）遗失作废。

●青神县成艺购物家园营业执照正本
（2020年 5月 27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425MA63XL091U）遗失作废。

●威远县名流婆城大酒楼《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110240022096）遗失
作废。

●威远县杨义梅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1024600210519）遗失作废。

●广元市正德中学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广元
市 分 行 苴 国 路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610000777202，声明作废。

●罗江县忠全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510626MA62358U6C）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
明。

●炉霍县美豪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3327MA62GWMT1T)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四川雅安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工会法人
章（李书涛，5118259000362）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经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召开成员大会一致研究决定解散合作社，已成
立清算小组。请相关债权人前来申报债权。

合作社住所：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飞羊村
12组

联系人：杨俊义
特此公告

大邑俊利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
2020年5月28日

德阳市旌阳交警大队参加
“马路市场”取缔工作联席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切实做
好2020年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德阳市旌阳交警大队对辖区“马路市场”进行了
摸排，并将隐患问题函告至孝感街道办事处。为
切实消除“马路市场”隐患，5月19日下午，孝感
街道办事处组织交警、城管、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召开了“马路市场”取缔工作联席会。

会上，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对辖区西一环
红伏村路段、G108风光加油站路段、古什路与
青衣江路交汇处3处路段上下班高峰时段道路
两侧形成马路市场，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降
低道路通行率、极易造成交通堵塞和引发道路
交通事故的隐患情况作出了具体介绍，其他部
门负责人结合自身职能对隐患排查整改等工作
分别进行了发言。

最后，各部门就如何做好“马路市场”取缔
工作达成以下共识：由孝感街道办事处按照交
警提供的工作台账对辖区内马路市场再次进行
摸排，并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整治工作方案，确定
联合整治、取缔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确定前，交
警大队积极配合城管部门开展流动摊贩的劝
离、处罚工作，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德阳市旌阳区行政审批局推进
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下沉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近日，德阳市
旌阳区行政审批局召开旌阳区梳理下沉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工作推进
会。

会上，该局有关工作负责人就前期事项梳理
过程中存在的事项名称不一致、办事依据不充分
等问题一一进行列举，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与
各镇（街道）充分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通过本次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事项梳理标准，充分了解了各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当
前运行情况，为后期全面推进事项下沉，优化基层
便民服务中心功能提供了支撑材料。

“就近办”“立刻办”“马上办”等问题一直是企
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此次全面
梳理全区下沉事项目录，推动直面基层的各类审
批服务下沉镇（街道）、村（社区），不断提高镇（街
道）相应群众诉求和为民服务的能力，提升基层群
众办事获得感，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德阳市旌阳区检察院
为村小儿童提前过“六一”

四川经济日报讯（王兴鹏 记者 钟正有）近
日，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群团组织和旌心团
队成员们与德阳春香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们一同来到了中江县积金镇黄金分校，为当
地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们提前过“六一”儿童节。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了序幕。在捐
赠仪式中，该区检察院向全校共 141名学生捐赠
了夏季校服和62册图书。孩子们拿到校服后兴奋
地换上了新衣服，检察干警们也逐个为孩子们整
理红领巾并佩戴“旌心”团队徽章。

四川省人大代表、德阳春香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中心负责人刘春香女士感慨道：“和区检察院开
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已经几年了，但这次来到中
江、来到村小还是第一次。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旌
阳区检察院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
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志愿活动的深入思考和积极行
动，非常感动。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和区检
察院有更多和合作机会，不断发挥检察职能，帮助
孩子们健康阳光成长！”

德阳市卫健委督导罗江区基层医
疗机构健康扶贫工作推进情况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秋贞 记者 钟正有）5
月26日，德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卫科科长伍
建平带队的督导组到罗江区基层医疗机构督导
健康扶贫推进情况，该区卫健局分管领导、局医
政股工作人员陪同督导。

督导组随机抽选了御营卫生院和白马关景
区卫生院，查阅了当地卫生院慢性病台账、建档
立卡贫困患者历年住院台账、大病台账、免费体
检台账等各类台账；抽查了建档立卡贫困患者
住院公示情况；了解了村卫生室建设及家庭医
生对本村贫困人口患慢性病、大病及签约服务
等掌握程度及各类台账的建立，并针对前期健
康扶贫通报内容进行回头看等四方面内容进行
了督导，督导组对全区健康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进
一步完善健康扶贫相关台账，要做到各镇卫生
院与村卫生室资料互通，分年度细化健康档案，
确保台账清晰、账册相符；二是加强问题整改进
度，要充分利用脱贫攻坚期内最后一轮问题整
改机会，对标工作开展中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
台账管理、点对点整改，抓细抓实抓严各项工作
任务，确保所有问题全部得到整改，顺利通过全
国脱贫攻坚普查。

广汉市救助站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站外托养机构及人员检查走访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三华 记者 钟正有）为做
好流浪乞讨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近日，广
汉市救助站对托养机构（兴隆镇敬老院、乐龄医
院、市精神病医院）生活综合管理、疫情防控等工
作及托养人员的饮食起居、生活环境、身体状况进
行了检查、走访。

在检查走访中，该市救助站对发现的食品安
全、消防安全、视频监控、卫生防疫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和指导意见。并督促托养机构
严格落实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定期向救助站通报
托养人员生活及病情治理情况，切实保障好托养
人员的人身健康安全。

中银基金：低利率+振荡市行情延续
谨慎看好权益类资产

近期，A股开始振荡攀升；同时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推动无风险收益率进一步走低。中银基
金对股市未来走势表示谨慎乐观，认为可以适度
超配权益类资产；而在低利率与振荡市行情下，
宜通过有效的大类资产配置，获取“绝对收益”，
以实现资产的稳健增值。中银绝对收益团队于 6
月 8日推出一只新产品——中银顺兴回报基金，
依然以实现绝对收益为目标，建议稳健型投资者
重点关注。 (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成都市
促进激光产业加快发展实施方案》，聚焦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瞄准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
核心，围绕产业功能区和产业生态圈建设，坚
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思
路，突出重点产业、聚焦重大项目、针对重点
区域、搭建重要平台，5月27日上午，成都市双
流区人民政府在深圳举办了“2020成都双流
激光产业创新中心项目暨投资促进‘百日擂
台赛’推介会”。成都市双流区委常委、区总工
会主席、成都芯谷党工委书记韩超，广东省激
光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若洪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60余家深圳激光产业企业代表和市、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推介活动。

韩超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双流区紧紧
围绕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
市战略部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
激光产业，重点发展激光元器件、激光加
工、光通信等业态，着力构建以激光器开发
为引领、以材料组件为支撑、以设备制造为
核心、以应用服务为延伸的激光产业链，加
快打造“中国镭谷”，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
激光产业发展先导区、先进激光产品创新
示范区。预计到 2025 年，双流激光产业产值
将达100亿元。

侯若洪在致辞中提到，本次推介会为深
圳激光企业赴蓉、赴双投资兴业搭建了沟通
交流平台，必将为两地企业深化合作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西开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对成都市双流区
投资环境、激光产业发展情况及产业扶持政
策进行了分享推介。成都空港科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领导推介了“中国镭谷”项目及
其配套空间“企业幸福中心”。

会上，双流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光韵达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
西航港开发区管委会与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陈冲 文/图)

成都双流激光产业深圳招商

签约仪式现场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 作为
“万企联动促消费”系列活动之一，5月 27日，
一年一度的“2020成都丝绸服装展”在成都富
力广场拉开序幕。会上，近300家企业带来万款
丝绸产品，更有厂家直销的地方名优特产，以
及惠民欢乐购等活动。服装展将持续至6月10
日结束。

据悉，四川省供货商商会、四川省市场营
销协会以“天府里·悦生活”为主题主办“2020
成都丝绸服装展”，规模5000平方米，参展企业
近 300家，包括纺织服装、鞋业、箱包、食品、工

艺品等行业展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丝绸服装是本次展

会的最大亮点，以苏杭、南充等精品丝绸为主，
丝绸裙、丝绸T恤、丝绸内衣、丝绸披肩、丝绸
方巾、丝绸缎面、丝绸凉被等产品集中展出，品
种丰富，都是今年最新流行款式。由于参展企
业绝大部分是厂家，省除了中间商环节，价格
普遍比市场上便宜30%左右。

床上用品方面，凉席、牛皮席、高档冰藤
席、空调被、水晶花边床盖、艾草枕、乳胶枕等
清凉床上用品也将精彩亮相。除了以上内容

外，现场还将举办红木家具展，各类精品红木
家具价廉物美。另外还有紫砂、和田玉器、翡翠
以及各类精美茶具展销。

据悉，会期内还将举办“特色农产品直销
节”，汇集上千种市州名优土特产，青川木耳、
蜀南竹海嫩筒笋、云南野生菌、德阳老缸酿造
酱油、丹棱椒麻油、内蒙古现磨亚麻籽油、成都
刀口辣子、古蔺手工面、马边跑山鸡、剑门土
鸡、彭山生态黑猪肉、彭州九尺板鸭、威海鱼罐
头，大连墨鱼、舟山带鱼、宣威火腿、大凉山手
撕牦牛肉等美味，带你畅享林下田间头道鲜。

万企联动促消费 成都丝绸服装展拉开帷幕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记者 庄祥贵）5月
27日，天全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开幕。县委书记余力主持大会，县长郑胡勇代
表县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
出，天全要主动融入成渝大市场、服务康藏大后
方，努力把川藏物流园建设成为对藏物流第一
站，把始阳镇建设成为服务康藏第一镇，把旅游
县城建设成为川藏线上水韵康养第一城，把二
郎山建设成为川藏线上度假养生第一山。

2019年，天全县在经济支撑上全面补短、全
面夯基，用“天全干劲”干出了突破发展的“天全

成效”。经济指标取得重大突破，全县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等多项指标保持全
市领先，经济发展综合排位从 2018年的全市第
三上升到 2019 年的全市第二，稳定在第一方
阵，实现了市内赶超。

2020年新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作为雅安市发现疫情最早、确诊病例最
多、防控压力最大、防控任务最重的县，天全县
上下鼓足“天全干劲”，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在全市率先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 4个多月来
的艰苦努力，县内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全县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为此，报告要求，在工作中，坚持稳字当头，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防控，确保疫情不反弹。在
此基础上，抓住政策窗口期，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加快新旧动能转化，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
民生底线，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
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年。天全县要在2019年的基础上，推动

市内赶超向省内争先转变、全面着力向精准发力
转变、全面布局向重点突破转变、全面补短向打
造特色转变，全力冲刺，决胜小康，圆梦2020。

报告提出，今年天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奋斗目标是，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比全省
高1个百分点以上、高于雅安全市平均水平，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62.5亿元、增长 10.6%，招商引
资到位市外资金 56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 4.5%左右，经济发展综合排位
保持在全市第一方阵。

把川藏物流园建设成为对藏物流第一站，把始阳镇建设成为服务康藏第一镇，把旅游县城建设成
为川藏线上水韵康养第一城，把二郎山建设成为川藏线上度假养生第一山

融入成渝服务康藏 天全剑指多项“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