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下属单位、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将在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四川省）（即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以下简
称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ggzyjy.sc.gov.cn/)，
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下属单位、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车改取消车
辆。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下属单位、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共39辆
(不含车辆号牌)，车辆信息详见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
《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下属单位、省
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拍卖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中国境内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车辆竞买。

三、参与竞买方式：报名与拍卖竞买均通过网上进行，
竞买人登录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点击进入“四川省公车
改革取消车辆网络拍卖”页面，选择“省本级”，查看车辆信
息，按照《竞买人操作指南》进行注册、报名、交纳保证金及
参与竞买。竞买人应详细阅读《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下属单位、省妇幼保健院等单位车改取消
车辆拍卖清单》、《竞买须知》等拍卖文件，一经出价，则表明
其完全认可车辆现状及拍卖文件所有约定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及交纳方式：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竞
买人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可参与任意车辆的竞买，但只
能竞得一辆车；交纳2万元竞买保证金，最多只能竞得两辆
车，依此类推。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支付，须以转账方式
（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或银行柜台）付至四川旗标拍卖有限
公司账户。户名：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光
大银行成都人民中路支行；账号：39900188001638513。

保证金交纳截止2020年10月29日9时30分（以竞价

系统确认到账为准,如跨行交易到账时间可能延迟，请尽量
提前交纳保证金）。

特别提示：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前，必须先登录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点击进入“四川省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拍
卖”页面完成注册及报名。

五、车辆展示：时间：2020年10月26日至27日（9:00-
17:00）。地点：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22号四川省交通管理
学校（2号车）、成华区跳蹬河南路5号成都鑫越鑫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18号车）、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荣军路86号（39
号车）、成都市锦江区南三环路二段467号锦泰机动车登记
服务站1号门进门右侧停车场（除2号、18号、39号车以外的
其他车辆）

六、网络竞价：本批次车辆分为4组进行竞价，3组每组
为10辆，第4组为9辆。第 1组竞价从2020年10月28日
10时开始，其后各组竞价开始时间依次延后5分钟。自由竞
价时间为每辆车竞价开始时间起24小时，自由竞价时间结
束前2分钟内如有新的出价,则启动延时竞价。

七、拍卖成交价款、佣金支付及成交确认手续办理：拍卖
成交，买受人须于2020年10月30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向
指定账户（户名：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光大
银行成都人民中路支行；账号：39900188000607913），付清
车辆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佣金为成交价款的1.8%）,于
2020年10月30日17时前持付款凭据到成都市武侯区高升
桥路9号罗浮广场708室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八、竞买咨询电话：
（一）竞买咨询：400-028-1226，15982086639。
（二）技术支持：（028）86752259。

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受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拟对“资中
县资州大道安置还房住宅房屋、沱二桥互通式立交桥安置还房（公开竞租）”进行公开电子竞价，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标的位于资中县资州大道安置还房住宅房36套，其中34套面积为46.13m2，
2套为47.17m2；沱二桥互通式立交桥安置还房住宅房屋15套，其中12套为100.1m2，3套为60.16m2

(以不动产权为准）对外进行招租。
二、意向受让方资格要求：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和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意向受让方按规定报名和交纳竞买保
证金。

三、竞价原则：本项目采取公开电子竞价方式，按规定且报价最高的竞价人为竞得人。
四、报名及获取文件方式：首次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时间：2020年10月19日上午9:00-2020年11

月13日16:00。意向受让方登陆“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网站（www.zzjyzx.org.cn）
了解报名等详情。

五、竞价时间：满足竞价条件（报名截止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00-12:00（延时除外），请注意查
看系统竞价时间。

六、联系方式：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址：资中县重龙镇水南上街145号，联系
电话：15082047645，联系人：李女士；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联系地址：资中县水南
镇资州大道南二段312号（资州大道A区还房2号商业楼4楼）交易中心，联系电话：0832-5617156，
联系人：邱先生周先生

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
2020年10月19日

资中县资州大道安置还房住
宅房屋、沱二桥互通式立交
桥安置还房（公开竞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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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

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新承债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及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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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四川省若男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德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自贡市大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泸州宇洋航运有限公司
四川省海尔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洪庆经贸有限公司

合江县智荣农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天光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夹江县康泓油料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高精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自贡市华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天融无纺布有限公司

四川新天奇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京瑞天泰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楚坤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盟宝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思凯得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长源新晨鑫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鑫丽源建材有限公司

盐边县鑫茂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五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琅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鑫忠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哈哥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恒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汉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中天诚健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欣万佳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速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科成鑫环境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银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翔鸿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宏英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物联港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晨晔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运通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乾能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盛泰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鹏琨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欣华欣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人及其他债务人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曹敏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田政

宏、徐卫玺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鲁力

友、宋炼梅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王志惠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张红波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朱文

新、汪翠英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泸州
宇洋航运有限公司、陶治均、熊家平、

邱顶林、童在明、唐智华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杨大

瀼、于渌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康贤

斌、江淑芳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邱长

春、刘金平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鲁力
友、宋炼梅、游东琴、钟建春、白维萍、

王建春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胡文

忠、盛秋娟
四川省经济技术融资担保中心、西安
利君精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再
创辉煌医药有限公司、四川利君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夏时元、易遵秀、林学

英、易增宝、夏时云、高萍
四川天堃商贸有限公司、弘航集团有
限公司、胡哲伟、施水平、中国民用飞

机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京瑞天泰贸易有限公司、弘航集
团有限公司、胡哲伟、施水平、中国民

用飞机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华惠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泰蒙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嘉华美实业
有限公司、成都恒盟通信有限公司、

黄嘉、黄连、高峰
叶帆、秦念西、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中建六局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三洲隆

徽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
四川鑫虹鑫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成都虹
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刘勇、党晓兰
四川省鑫开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何鑫
盐边县钰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攀枝
花泰坤矿业有限公司、卿剑、卿晓辉、

刘诚谦、张俊
成都锦江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何丹、张小艳、四川创加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
严静、张明、李宗碧、成都锦江区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都锦江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四川铭川乘宇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马海燕、黄崇年、陈朝俊、余丽勤、

马海英、陈永忠
乐山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荣新富、荣笠棚、四川省哈哥兔业有
限公司、四川仪陇县哈哥兔业有限公
司、四川省哈哥兔业科技有限公司、

井研县新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杨琦、刘江英、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
杨琼、湖北航天双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黄永忠
四川亿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兴恒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四川国能
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森、王鑫、王兴财

董水英、曾尚飞、曾群芳、刘祥云
邓发明、谢茂辉、段吉瑞、谢文春、冯

军、刘培祥
成都天银制药有限公司、江国庆、王雪梅

冯乐麟、张彬彬
四川省润洲商贸有限公司、四川省巴
中市集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殷玉

龙、殷绍普
四川兴茂（集团）有限公司、蒋文晓
四川兴茂（集团）有限公司、蒋文晓、
张君新、汪顺、四川隆康新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刘涛波、杨玉翠

张凤林、吴兰珍、四川奥南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泰东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汇洋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

龙金翔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何全勇、李琼英、成都沛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四川邦办实业有限公司、

巫兴荣、李东华
李益斌、姚丽娟

无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7月6日）
本金余额

15,000,000.00

14,999,999.87

14,999,999.00

12,999,794.79
12,000,000.00

12,000,000.00

11,000,000.00

6,416,110.79

9,394,381.95

8,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57,663,425.31

79,983,200.00

58,795,300.00

49,968,250.22

35,844,545.25

29,993,358.60

11,132,693.78

8,331,128.51

3,518,765.50

6,721,817.96

5,445,752.79

3,681,211.28

18,536,182.04

39,992,073.69

39,575,505.16
34,501,310.29

29,733,573.41

18,922,809.63

17,716,879.72

17,449,137.77
14,563,953.45

14,190,590.57

13,180,000.00

8,180,000.00

9,698,878.71

9,269,804.98

4,702,805.51

3,852,873.53
157,164,878.57
928,120,992.63

欠息额
3,461,271.12

11,045,233.62

4,748,927.70

4,706,660.34
2,481,036.01

2,535,283.01

2,275,075.74

2,271,316.88

1,060,746.84

2,187,252.57

1,693,487.50

2,402,616.29

15,723,930.98

41,319,749.31

31,712,930.22

39,520,347.86

15,085,094.80

4,405,663.21

39,025,311.26

5,941,199.68

3,565,895.76

1,342,424.76

2,964,119.13

651,431.47

6,352,241.25

39,642,140.75

36,417,656.06
63,881,539.54

44,259,203.49

25,428,687.82

11,771,389.31

15,682,038.75
4,565,929.20

40,341,364.93

31,130,089.08

23,971,666.70

8,668,260.12

69,161,263.24

13,026,028.58

6,838,234.84
46,662,784.91
729,927,524.63

垫付费用
2,000.00

152,511.00

682.29

2,000.00
5,868.10

1,000.00

1,000.00

0

0

149.46

691.04

0

307,639.62

1,478.87

1,500.00

388,171.00

0

0

0

0

140,495.00

0

0

0

0

731,013.29

247,256.96
311,405.00

0

318,557.09

0

143,415.00
250,932.65

0

0

0

87,112.00

671,790.00

0

0
0

3,766,668.37

债权总额
18,463,271.12

26,197,744.49

19,749,608.99

17,708,455.13
14,486,904.11

14,536,283.01

13,276,075.74

8,687,427.67

10,455,128.79

10,187,402.03

6,694,178.54

6,402,616.29

73,694,995.91

121,304,428.18

90,509,730.22

89,876,769.08

50,929,640.05

34,399,021.81

50,158,005.04

14,272,328.19

7,225,156.26

8,064,242.72

8,409,871.92

4,332,642.75

24,888,423.29

80,365,227.73

76,240,418.18
98,694,254.83

73,992,776.90

44,670,054.54

29,488,269.03

33,274,591.52
19,380,815.30

54,531,955.50

44,310,089.08

32,151,666.70

18,454,250.83

79,102,858.22

17,728,834.09

10,691,108.37
203,827,663.48

1,661,815,185.63

受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拟对“资中
县重龙镇东林坝棚户区改造一期商业房（公开竞租）”进行公开电子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标的位于资中县重龙镇东林坝棚户区改造一期商业房挂网招租面积共计:
9464.84m2。该房屋已办理产权证，为清水房，目前闲置，以现状竞租。

二、意向受让方资格要求：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和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意向受让方按规定报名和交纳竞买
保证金。

三、竞价原则：本项目采取公开电子竞价方式，按规定且报价最高的竞价人为竞得人。
四、报名及获取文件方式：首次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时间：2020年10月19日上午9:00-2020年11

月16日16:00。意向受让方登陆“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网站（www.zzjyzx.org.cn）
了解报名等详情。

五、竞价时间：满足竞价条件（报名截止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00-12:00（延时除外），请注意
查看系统竞价时间。

六、联系方式：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地址：资中县重龙镇水南上街145号，联系电
话：15082047645，联系人：李女士；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联系地址：资中县水南镇
资州大道南二段312号（资州大道A区还房2号商业楼4楼）交易中心，联系电话：0832-5617156，联
系人：邱先生周先生

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
2020年10月19日

资中县重龙镇东林坝
棚户区改造一期商业
房（公 开 竞 租）公 告

资交产权 (2020)06号

采购公告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南充高坪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服采购项目委托，对南充高坪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服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兹邀请符合采购要
求的供应商参加。

报名时间：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0月22日
地点：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二段68号北岭颐园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817-2808336
供应商购买采购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及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以上所有函件须验原件留加盖鲜章的复印件。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广汉市人民法院公告
二0一七年十一月三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四川省轩辕建设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汉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二0一八年三月七日、二0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本院召开广汉
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该次会议债权核查审核
确认并经管理人复核及调整，管理人对异议债权进行了重新认定。二0
一九年五月八日，管理人再次向全体债权人征求意见，并向债权人会议
主席及债务人提交管理人初步确认、债权人会议核查后无异议的债权金
额为896,009,289.56元，本院于二0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裁定确认，待
裁定确认债权金额为746,852,253.53元。广汉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预估可供清偿的资产计325,550,000.00元，广汉望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亦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
院认为，广汉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清楚。本院在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
请后，相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重整程序申请，广汉望京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二0二0年十月十六日裁定宣
告广汉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特此公告
二0二0年十月十六日

（2017）川0681破3-1号

遗失公告

●四川盈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本，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18】000857，声明作废。

●杨娟 堰山和畔2期3栋1单元1号购房房款收据（票据
编号：0047115金额：298187元，开票日期：2015年12月1日）遗
失作废。

●成都吹夏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6MA652LTG61）正副本遗失作废。

●乐山市魔鬼汤健身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负责人徐雯印
章（印章编码：5111025073817）遗失作废。

●雅安市名山区莉君美整体装饰部公章（印章编码：
5118219001448）遗失作废。

●中国人民银行中江县支行2018年4月24日核发的中国
教育工会四川省中江县城北中学委员会《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82000732701, 账号：125307215358, 法定代表人：李廷
福）因保管不善, 遗失作废。我单位声明因此引发的一切经济
纠纷、法律责任由我单位自行负责。

●权利人杨保富《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青国用
（2014）字第 01691号,住宅用地面积：97.47平方米】不慎遗失，
特登报声明作废。

● 丹 棱 县 面 包 先 生 蛋 糕 店 公 章（ 印 章 编 码 ：
5114240017798）遗失作废。

●四川眉山心梦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公章（印章编码：
5138255001656）、财务章（印章编码：5138255001657）、法定代
表人聂勋文名章（印章编码：5138255001658）遗失作废。

●四川眉山心梦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2017 年 7 月 25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4245707129749）遗失作废。

● 四 川 眉 山 贵 簇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公 章（印 章 编 码 ：
5138255001659）、财务章（印章编码：5138255001660）、法定代
表人陈宇航名章（印章编码：5138255001661）遗失作废。

●四川眉山贵簇家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
7月2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457071286X0）遗失
作废。

●峨眉山市风景佛山宾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1181MA65PBJR0Q）遗失作废。

●汉源县九襄镇荣秀建材经营部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3124600070736）遗失作废。

●威远县好一家美食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25110240045975）遗失作废。

●王叶紫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510723199108210020特
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聚兴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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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二环路西三段133号3幢4层402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聚兴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20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 （刘燕 肖利民 记者 钟
正有）记者日前从广汉市农业农村局获悉，10月
15日，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庆龙带队调
研广汉市生猪生产恢复和发展情况。广汉市副
市长梁筱萍、广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兴琦、
广汉市农业局局长唐晓玮参加调研。

据了解，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广汉市新兴

生猪专业合作社、广汉市升达养殖场和广汉市
慧强农牧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研，与相关养殖
业主进行交流，了解新（改、扩）建生猪生产项目
建设、生猪监测点位养殖等情况。

座谈会上，梁筱萍向人大调研组汇报了今
年广汉市生猪恢复生产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措
施。调研组对广汉市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

级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调研组强调，要充分认
识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压实工作责任，不折不扣落实国家、省
和市的工作部署，守好市民的“菜篮子”，进一步
抓好猪瘟防控工作，确保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同
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推动传统养殖向规
模化、生态化、集约化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肖强 记者 钟正有）为推
进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全面预防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自今年4月起，绵竹交警大队开
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治理、危化品道路运输专项整
治以及国省道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并针对重
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为，实
施联动、联防、联控、联治，全力营造辖区安全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悉，为确保行动见成效，绵竹交警大队
结合辖区工作实际，认真分析梳理道路交通事

故易发区域、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找准事故
隐患点、薄弱点以及防范重点，制定有针对性
的工作措施，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工作。以
货运企业为重点，深入辖区排查从业人员资
质、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
任，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同时以摩托车、面
包车、货车违法治理为突破口，采取巡逻管控、
定点设卡等方式，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密度，
严查严纠酒驾醉驾、超员超载、涉牌涉证等交
通违法行为。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克骞 记者 钟正有）近
日，什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召开了“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开门评警座谈
会。会议邀请了顺通检测、恒升检测、恒升考场、
银桥登记服务站等行业代表共 7人参加，会议由
该大队副大队长卜晓兵主持。

座谈会上，副大队长卜晓兵详细介绍了召开
“坚持整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的
重要意义及召开“开门评警”座谈会的目的。随
后，参会代表踊跃发言，对什邡市公安交管工作
取得的成绩和全体交通民、辅警的辛勤工作给予

肯定，同时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结合该市交
通管理工作现状，就城区交通秩序、车驾管业务、
规范执勤执法、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宣传力度等
方面提出了中肯、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该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张俊超提出要求，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
向，对收集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
针对队伍中排查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及时上报。
宣传要更加普及化，在现有宣传工作的基础上，
还要针对不同层面的群众开展更加贴心的宣传
服务。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记者日前
从德阳市旌阳区和新镇获悉，为扎实推进河湖
长制工作，和新镇设立了镇级河湖长，由班子成
员担任，辖区内河流、沟渠、水库均设立两名镇
级河湖长，落实“AB 岗”制度。同时，加强对村
级、组级河湖长的领导、监督。

设立村级、组级河湖长，由村党支部书记
及村民小组长担任，承担责任区段河湖长制工
作，落实专人对河流、沟渠、水库进行日常维护
监管。

建立镇、村河湖长制办公室。办公室对本级
河湖长负责，建立健全河湖长制管理制度，今年
汛期组织召开会议 19次，确保每日上传巡河信
息台账，落实主体责任。

集中整治到位。细化任务，开展“清四乱”专
项整治。一是开展河污整治。动员2600余人次对
河流、沟渠、水库的垃圾集中整治 12次，清理垃
圾 156吨，累计投入资金 2万余元。二是强化畜
禽养殖场监控。指导 50户养殖户修建了符合环
境污染排污标准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高效处

理设施，规避畜禽养殖对河湖生态的不良影响。
三是推动综合治理项目落地，保障生态基流，维
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

加强日常监管。建立健全河湖长巡查监管机
制，截至目前，镇河湖长累计巡河186次、村级河
湖长累计巡河512次、组级河湖长累计巡查超千
次，三级河长在巡查中共发现问题105处，现场处
理105处。在今年水利部长江委对水
库的专项巡查中，和新镇辖区内水库
圆满通过检查，未被给出整改建议。

德阳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肯定广汉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工作

德阳旌阳区和新镇扎实推进河湖长制

什邡交警大队从严治警为群众提供高效服务

绵竹交警“零容忍”筑牢事故预防“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