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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大竹县遗失四川省社会保险费专用票据，号码：
天 城 镇 0411445765- 0411446002， 0411449016-
0411449253，0412304016-0412304501，石桥铺镇（原新生
乡 ）0356935768- 0356936005，永 胜 镇 0411166260-
0411166506， 0411501767- 0411502004， 四 合 镇
0430225266 - 0430229755， 张 家 镇 0412018762 -
0412019008，童家 镇 0412331016- 0412331253，声 明 作
废。

●贵州建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1RXA50X，声明作废。

●四川广视玉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书玉名章（印章编码：5114249000320）遗失作废。

●仁寿永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
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 0087873 号，车辆号牌：川
ZB3770）遗失作废。

●仁寿永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
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 0087874 号，车辆号牌：川
ZC3092）遗失作废。

● 权 利 人 涂 雅 梅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3826199403060624）位于青神县青城镇商贸街 4号 1-
2层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川（2017）青神县不动产权第
0000629号，建筑面积：183.16平方米】不慎遗失，特登报
声明作废。

●产权人黄宏（身份证号码：512528197202215139）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滨江路魅力欧镇 3号
楼3幢2-5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201403717，

建筑面积：78.42平方米）不慎遗失，特登报声明作废。
● 权 利 人 黄 宏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2528197202215139）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江安
镇滨江路魅力欧镇 3号楼 2-5房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江国用（2014）第 04531 号】不慎遗失，特登
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金凯利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7月9日召开股东
会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壹亿元整人民币
减少至 4750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过期按相关规
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四川金凯利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清算公告

经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2020年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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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大邑县悦来镇王岗村2组
联系人：陈信英
特此公告

大邑县王岗劳务专业合作社
2020年7月10日

广汉市新丰街道
开展清淤工作确保河道畅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今年 6 月
底，广汉市新丰街道办开始对辖区内沙子堰大
塘段进行清淤疏浚，确保沙子堰大塘段干净整
洁、河水畅通。此次沙子堰整治长度1500米，起
点为水印城邦段，终点为成绵路段。

据介绍，沙子堰水印城邦段——成绵路段，
由于渠道两边树木茂盛，又有绿化带隔离，且与
温洲路等道路交汇的桥太矮，给清淤作业带来
一定的难度。经过新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前
期实地勘察，制定出清淤方案。

据悉，工作人员先用吊车把挖掘机吊到渠
道，再用挖掘机将淤泥暂堆到岸边，最后统一将
淤泥拉走。由于桥洞只能人工作业，清淤工人只
能弯着腰，用铁铲一点一点的将淤泥装在竹筐
里带出来。新丰街道为保障清淤工人的安全，在
桥洞两边安放排风扇，保证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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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这里多是土坯房、泥巴路，现在，
我们住好房子，走宽马路，过上好日子了咧！”说
起这些年来简阳市平泉街道协议村的变化，村民
陈大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协议村积极引进业主进行土地流
转，确立以苗木花卉、蔬菜大棚、特种养殖为主导
产业，产业发展不断壮大，让幸福美丽新村建设
结出累累硕果。从土坯房到小洋楼、从泥巴路到
黑化路、从大片荒地到集体经济……协议村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样，在平武镇进化社区，宁静的堰塘周围
坐落着干净整齐的农家小屋，平整的水泥路直通

每家门口，路旁蓬勃生长的小花彰显了村子的勃
勃生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腰鼓队、柔力
球、坝坝舞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都常
态化地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经常穿着美丽
的表演服装，画着漂亮的妆容，翩翩起“舞”的腰
鼓队队员周大姐说：“我们聚在一起为了锻炼身
体，找到快乐、健康的锻炼方式很开心。”

一座座漂亮的小楼彰显着村民的好日子，其
背后藏着的是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近年来，简
阳市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高举“生态旗”、打好“绿色牌”，念好

“优、绿、特、强、新、实”六字经，做强产业支撑，深

入实施农村“884”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创新
“四合一”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着力推动“三农”由
传统模式向城乡融合发展转型，构建农村居民多
元化增收体系，积极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简阳
路径”。2019年，全市完成农业固定资产投资17.9
亿元、居成都市第 2位，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增幅居成都市第 5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10.5%，增幅居成都市第1位。

为了让村民们的富足日子长长久久。今年，
简阳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紧紧围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坚
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加快构建现代都市农业
发展格局，补齐补强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与成都市同步高标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战鼓催征，使命促行。答好“脱贫攻坚”“全
面小康”考卷，坚定信心、务实重行，用汗水浇筑
一座座美丽房子、以实干鼓起一个个腰包，越来
越多的村民必将住上好房子，陆续过上更富裕
的生活。

曹礼芹 秦建华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汤斌

2019年 简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5% 增幅居成都市第1位

简阳：乡村振兴结硕果 村民过上好日子
中江县专项检查政策性农业
保险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杨茂 记者 钟正有）日
前，中江县纪委监委会同银保监中江组、县财政
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单位组成检查组，分为
4个工作小组，针对农业保险领域是否存在虚
假投保、违规理赔、管理混乱等问题，对全县30
个乡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业保险工作，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切实维护参保农户利益，确保国家
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在回龙镇、永兴镇、龙台镇等乡镇，检查组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入户走访等方式展开
检查工作。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强制农户投保等
情况；是否存在虚构保险标的、骗取财政补贴资
金等情况；是否存在编造虚假赔案、扩大保险事
故损失范围虚增赔款金额等情况；以及受损及
理赔情况等。

在对农户走访中，检查组对农业保险承保
面积（数量）、操作流程、档案资料进行了调查核
实，并向农户宣传解释农业保险参保、理赔政策
等，积极解答群众疑问。

据悉，经检查发现，2020 年全县农业保险
管理情况基本较好，中标的四家保险公司共承
保种植业 52.68万亩、养殖业 13.5万头（只）、特
色农业 2.85万亩（张），各保险公司承保理赔规
范，乡镇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服务到位，农
户受损理赔及时，群众满意度高。

合江临港街道
举行扫黑除恶有奖答题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泸州市合江县临
港街道组织机关干部、社区干部、网格员举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奖答题坝坝会。

活动中设置了扫黑除恶宣传台，发放了合
江县平安建设（扫黑除恶）知识有奖答题题单。
小区居民们主动加入到坝坝会中来，一些群众
在现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工作人员一一进行
了解答。

据了解，现场共发放答题卡 200 份、奖品
180余份。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
了解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知识，以后绝
不姑息涉黑涉恶行为，将积极检举揭发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行为，为社区平安建设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杨池能 冯艳）

德阳罗江区鄢家镇
推进规范村规民约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刘晓静 记者 钟正有）近
日，记者从德阳市罗江区鄢家镇获悉，该镇“四
到位”硬核推进规范村规民约工作，提升村民自
治能力和水平。

清理到位。对试点村现有的村规民约进行
一次全面“大体检”，重点检查村规民约（制定程
序和内容）的合法性、可行性、群众认可性等，针
对清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完善，确保清理
到位、整改到位。

规范到位。各基层党组织坚持“三议两审一
公开”制定原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紧扣乡
村振兴、项目建设、村风民俗等内容，形成一定
范围内统一的、需共同遵守的共同约定，并结合
本村发展实际，对村规民约进行修订完善，确保
村规民约制定程序、内容、修订规范到位。

宣传到位。各基层党支部充分调动农民诗
社、嫂子歌舞团等文艺宣传队伍参与积极性，利
用村村通、微信群、村务公开栏等开展宣传到户
到人，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人大讲堂等阵地
教化引领作用，确保村规民约宣传到位。

应用到位。实施群众“红黑榜”及党员积分
制管理，将其纳入年终互评互学典型评选及民
主评议党员的重要指标，广泛调动村民参与的
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全民遵守、全民监督、全
民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村规民约运用到
位。

峨眉山市查漏补缺
为省级脱贫攻坚普查做足准备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夏青 记者 苟邦平）
近日，峨眉山市2020年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三
次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了峨眉山市对口援彝前线指挥部
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和迎接省级普查近期工作
开展情况汇报，审议了《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清零
行动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脱贫攻坚工作战鼓催人、时不我
待、形势紧迫，前期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
共同努力，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明显、对口
援彝工作扎实有力。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要善
于发现问题、看到不足，坚定紧盯紧抓、不胜不
休的决心，快马加鞭，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问题清零”不代表“工作清零”，
各乡镇（街道）、市级有关部门等各条战线的工
作者要切实按照工作安排，进一步加强政策学
习，坚持问题导向，在进村入户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防止旧问题反弹、新问题发生，要多措
并举，扎实稳妥推进援彝各项工作。同时，市脱
贫办、普查办要加强工作联动，积极主动对接上
级部门，吃透普查标准、掌握工作动态，及时查
漏补缺、做足迎接省级普查准备，加强工作培
训，做到普查内容早知晓、“迎普”工作早落实、
各项举措早到位。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
蓉）近日，四川职业培训网络学院—
德阳分院“技能大师大讲堂”栏目推
出德阳市优秀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运营交流视频课程，全国技术能手文
小山、四川省技术能手任彦仰等德阳
的技能大师们纷纷线上开讲。

据了解，2018-2019年度德阳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绩效考核评估中
获得优秀的 7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已

完成工作室建设运营经验交流视频
课程录制，将陆续上传德阳分院，供
全市工作室及相应单位交流学习，
促进德阳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规范
性建设。同时，各工作室将使用德阳
分院等线上资源，开展工作室各类
业务培训、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开
发通识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让技
能劳动者免费学习，提升劳动者技
能水平。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黄桐熊 记者 李国
富 文/图）7月 7日至 8日，2020 年全国高考如
期举行。为了给高考学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畅通
的考试环境，南充市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治安
防控勤务，每日投入警力 3000余人，保障南充
市21个考点的44138名考生“安全赴考”。

据悉，南充市公安局党委提前谋划部署，召集
交警、治安、特警等相关警种进行研究，细化工作方
案，全面加强考点及周边治安管理，科学安排临时
交通管制等措施，合理部署各个点位的警力，落细
落实各项工作。高考期间，南充市公安机关严格排
查涉考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试卷流转值守纪
律，通过强化涉考场所值守、优化道路畅通保障、重
拳整治考点周边秩序、整治城市噪声、整治涉考违
法行为，确保考生“平安高考”“安静高考”。

考前，全市公安机关还专门组织开展了“护
航高考”集中清查行动，对隐患苗头进行整治清
理；推出了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爱心送考”等
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全力为考生顺利参考解决
困难、提供帮助。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以上20个农业综合服务站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 7月 8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大邑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7月8日

单位名称

大邑县安仁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青霞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金星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悦来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晋原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沙渠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出江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新场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王泗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蔡场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雾山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三岔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董场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花水湾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苏家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鹤鸣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上安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斜源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韩场农业综合服务站

大邑县西岭农业综合服务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10129396942984T

12510129396942829E

12510129396942749T

12510129396942896C

125101293969429760

12510129396942853Y

12510129396940866T

12510129396942052E

12510129396942917W

1251012939694287XH

12510129MB1157034B

12510129396942693P

12510129396942730X

12510129MB112235XG

12510129396942861R

12510129MB11206292

12510129396942765G

12510129MB112053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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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警方保障4万余名考生“安全赴考”

通知
四川江口醇惠山宾馆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

经 公 司 董 事 会 提 议 ，定 于
2020年7月27日上午9：00点在四
川江口醇酒乡宾馆有限公司雪浪
厅会议室召开四川江口醇惠山宾
馆有限公司股东会，请各位股东
准时参加。

会议议题：讨论免去许科的
董事职务并选举新的董事

特此通知
四川江口醇惠山宾馆有限公司

二0二0年七月十日

现有成都市居安达房地产实业总公司锦绣苑、安居西苑商铺出
租，概况如下：

（一）地址：青白江区邮电巷83号、安居路88号4、5层，建筑面
积各为34.89m2、243.70m2、238.74m2。

（二）起始价各为：13880元/年、26316元/年、12888元/年。
（三）租赁期限：2年且次年递增3%。
（四）报名方式：网络报名（www.cdggzy.com）。
（五）更多详情，请致电028-83691188，或登录成都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www.cdggzy.com）了解。
成都市居安达房地产实业总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招 租 公 告

现有成都市智汇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城厢镇上北街1号
（暨城厢古城指挥部）1层资产出租，概况如下：

（一）地址：青白江区城厢镇上北街1号1层，建筑面积113.04㎡。
（二）起始价：33924元/年。
（三）租赁期限：1年。
（四）报名方式：网络报名（www.cdggzy.com）。
（五）更多详情，请致电028-83691188，或登录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www.cdggzy.com）了解。
成都市智汇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招 租 公 告

工银瑞信央企ETF配置价值显现
进入下半年，在蓝筹股引领下沪指重上 3000点，央企蓝筹指

数表现更为抢眼。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3日，上证央企指
数涨幅达 9.21%。跟踪蓝筹指数的优质ETF产品也受到市场格外
青睐，近日迎来规模增长。

作为“蓝筹中的蓝筹”，上证央企指数由A股市场中流动性好、
流通市值大的 50家央企组成，其蓝筹风格十分显著。目前市场上
仅有一只产品跟踪该标的，即工银央企ETF。分析人士认为，近期
一系列政策利好，有望提升上证央企指数的投资价值。 （李华）

德阳技能大师线上免费大讲堂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