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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遗失公告
●成都市联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L67740001195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汉 源 支 行 ；账 号 ：
51050177614000000074）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徐志飞于 2020年 8月 2日购买的西派玺樾
三期 9-2-902购房收据（收据号：8120521；金额：
200000元）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边添香园蔬菜配送中心，法人章（李玉
勤）遗失，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东坡区日尝甜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114020025323）遗失作废。
●眉山市亿泰鹏辉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511422008440；车辆
号牌：川Z90070）遗失作废。

● 权 利 人 戴 红 平（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130197611104228）位于青神县南街 60号 12幢
1单元3层1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川（2017）青
神县不动产权第 0003475号，建筑面积：128.39平
方米】不慎遗失，特登报声明作废。

●眉山市尚宇众恒房屋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副本 2021年 1月 12日前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号：91511402MA67Y6HH3G ）遗失，特公
告申明作废。

●绵阳市泰杰圣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经开区支行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90005905601，账 号 ：
129343593279，特此声明。

●南充一米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都江堰市银杏街道高桥社区，不慎遗失都
江堰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开具的铺面保证金
收据（收据号：1425383；金额：20364.75元）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雅安市均诚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800MA62C2BC9E）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6000万元整减至人民币2000万元整。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雅安市均诚矿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变更公告
下列企业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

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原企业名称：雅安千辉物流有限公司
现企业名称：雅安千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平江路22号
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科技中介服务；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智能
无人飞行器销售；从
事科技培训的营利性
民办培训机构（除面
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
科类、语言类文化教
育培训）；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升放无人驾驶气球，系留气球；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通用航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06236183XF
变更日期：2021年1月7日

公 告
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及生产基地相关人员：
我公司在郫都区德源数码一路 288号 1栋

修建的国家电磁辐射控制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及生产基地项目已建设竣工，现已进入规划
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张贴于园区内通知公
告栏处，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3 日至 2021
年1月20日。

特此公告
成都佳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中江县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
动取得初步成效

四川经济日报讯（陈鸿琦 记者 钟正有）2020
年11月至今，由中江县人社局牵头、多部门配合
协作全力开展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从“五
个全面”务实举措，确保岁末年初“两清零”。

制定根治方案，全面压实压紧责任。前期，
召开专题动员部署会议3次，出台《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冬季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各行业主管
部门工作职责，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目标
责任制，坚决把根治欠薪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
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

营造良好氛围，全面做实普法宣传。利用微
信公众号、手机报、QQ群等线上渠道，通过“进工
地”“进企业”“设摊点”“搞培训”等线下互动方式，
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开展全覆盖宣讲。

成立行动专班，全面开展隐患摸排。成立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分组分行
业对全县新建、在建工程项目和劳动密集型企
业开展联合摸排。实时掌握在建工程项目、欠薪
隐患企业欠薪人数和欠薪金额，做到“问题早发
现、隐患早排除、责任早落实”。

强化专项培训，全面推进制度落实。一方
面，针对建设方、施工方、劳资专管员，就《条例》
落实、工资监管平台实操等进行专项培训，共计
开展培训3场360人次，在建项目培训覆盖率达
100%。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工资支付监管平台
的注册应用，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平台注册率、银
行签约率、“六项制度”上传率等根治欠薪核心
制度。目前，平台注册完成率达100%、银行签约
率达 95%，实现线上发薪在建工程项目占比
92%、六项制度全落实占比88%。

优化维权流程，全面推进服务改革。通过县
治欠办综合受理窗口，全面推行案件分级分层
派单制度，按无争议型、争议较大型、非县内型、
劳动密集型、建设施工型等不同类型，分别由各
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处理。去年 11月至今，累计
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2件，帮助15名农民
工追回工资9.4万元，结案率达100%。

一次次进村入户，与困难群众倾心交流；一
次次实地调研，为争取帮扶项目奔波操劳；一次
次慷慨相助，为困难家庭解决燃眉之急……近
年来，绵竹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行人大职
能，凝聚各方力量，助力决胜脱贫攻坚，帮助贫
困群众脱真贫、真脱贫，以实际行动彰显了扶贫
路上的主动作为。

统筹安排 当好脱贫攻坚“助推手”
“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要把履职尽责与脱贫

攻坚工作深度融合，积极为脱贫攻坚出智出力，
发挥特长优势，强弱项、补短板、促达标。”绵竹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映琪在安排部署市
人大常委会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时反复强调。

绵竹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率先垂范，积极投入
脱贫攻坚一线，带头深入联系贫困村和贫困户，机
关干部全员参与，通过单独走访、共同会商等方式
做到了真帮、真扶，千方百计帮助村、户解决困难
和问题。同时，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线，找准
人大依法履职与脱贫攻坚的契合点，采取专题调
研、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方式，深度聚焦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每年听取和审议绵竹市
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各
审议小组的审议情况整理归纳，形成审议意见交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并对办理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督查。绵竹市人大常委会还高度关注与脱贫
攻坚紧密相关的其他工作，先后组织视察市政府
民生实事实施情况，专题调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情况，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督
促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干在群众心坎上。

倾情帮扶 书写责任担当
“老易，我们今天来看望你，你身体的老毛

病好些了没有？”“老廖，田里的稻谷收割完了
吗？养殖的鸡鸭长得怎么样了？”……这是 2020
年10月市人大机关干部在帮扶中走访结对贫困
户时的情景。像这样每月一次的走访，是市人大
机关延续多年的规定动作。

按照绵竹市委统一安排，市人大机关联系
该市新市镇，帮扶新市镇金兰村、下东林村、打
鱼院村、两河口村 87户贫困户 127人，联系德阳
市级贫困村两河口村。市人大机关的每位帮扶
干部在定点联系新市镇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
中，坚持定期深入各自联系点精准帮扶指导，定
期对新市镇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导。

新市镇两河口村以前贫困程度深，发展能
力弱。市人大机关定点联系后，专门召开会议分
析该村现实状况，精心部署安排帮扶工作，将帮
扶对象明确到人、帮扶措施细分到户，确保人人
有责任、事事有要求。同时，选派机关干部到村
任“第一书记”，指导开展、参与实施特色产业扶

贫、劳务输出扶贫，做好机关结对帮扶各贫困户
的有关对接联系工作。2018年，两河口村顺利退
出德阳市级贫困村之列。

新市镇下东林村的廖光德是市人大机关联
系帮扶后受益的一位村民。因为因病致贫，廖光
德被列为了精准扶贫户，市人大农委委员刘建
洪从 2016年起就开始对口帮扶他，经常为他讲
解各项帮扶政策、了解家庭状况、帮他树立脱贫
的信心，为他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在刘建
洪的倾情帮扶下，廖光德对脱贫有了信心，发展
生猪养殖。2018年，廖光德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顺利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 彰显代表风采
绵竹市人大常委会以“脱贫攻坚——人大

代表再行动”活动积极组织引导辖区内各级人
大代表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为全市打赢
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贡献力量。

种植大户奉伟是新市镇知名的种养殖带头
人。作为市人大代表，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代表身
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所在选区的贫困户进
行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帮贫困户们栽插秧苗，鼓
励贫困户到自己组建的合作社务工，给贫困户
提供了增收平台，增加了收入来源。

像奉伟这样的人大代表在脱贫攻坚中积极
贡献自己的力量不在少数。机关代表在政策指

导、产业规划、项目资金等方面最大限度为贫困
户提供帮助；事业单位代表在就医、上学、技能
培训等方面为贫困户积极提供帮助……广大代
表认真履职尽责，广泛了解民意，时刻关注民
生，倾心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带领困难群众走
上致富之路，受到一致好评。

情系甘洛 帮扶教育事业发展
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

作用，帮助甘洛群众实现脱贫，2017年，绵竹市
人大常委会向市人大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广大
代表伸出热情援手，献出自己的爱心，捐建甘洛
县阿尔乡眉山村幼儿园。倡议发出后，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率先积极响应，市人大代表和市
人大机关干部也纷纷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帮
助彝区儿童实现就近入学梦想。

省人大代表、仟坤集团总裁谢泽波在得知阿
嘎乡格古村幼儿园场地简陋、教学设施落后的情
况后，集团出资6万元帮助改建、修缮幼儿园，并
为孩子们送去了桌椅、书籍、糖果、玩具等，鼓励
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彝汉双语和文化知识，养成勤
动脑、勤学习的良好习惯。同时，为帮助更多孩子
走出大山完成学业，仟坤集团还与甘洛县教育局
签订了《“仟坤”励志助学基金协议》，帮助甘洛贫
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

王虹 王淼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钟正有

四川经济日报讯（岳蕾 记者 钟正有）为坚决
防范因恶劣天气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德阳旌阳交警大队多措并举，全
力抓好雨雾冰雪低温恶劣天气交通事故预防工
作。工作中，出动警力320人次，警车115台次，发
布雨雪天安全行车安全提示 10条，排查道路安
全隐患2处，清理路面积雪3公里，有效保障了恶
劣天气下的通行秩序和道路通行安全。

强化领导，启动预案。该大队成立了恶劣天
气应急指挥部，在认真总结以往应对恶劣天气经

验的基础上，对雪雾天气期间可能发生的交通拥
堵、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事前作出妥善安排。要
求全体民辅警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做好恶
劣天气管控工作的重要性，科学调整工作重心，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到降雨降雪天气管控工
作中来。

隐患排查，提前预防。各秩序中队结合全年
隐患常态化排查和集中专项隐患排查行动对排
查出的隐患进行登记，建立台账，通过“两微”平台
向社会公布。对事故多发路段及长下坡、崖壁、结

冰路段设置警告标志或反光锥筒，对可能的险路
和易出现塌陷的路段在高峰时加强分流管控，对
出现的路堵、路障及时处理，消除可能的安全隐
患。此外，还增加警车压速领车的方式，在主要路
段来回巡逻，有效地杜绝超速、超车等现象发生。

调整勤务，严管严控。大队根据辖区天气、车
流、路况等实际情况合理调配警力，采取中队包
段、民警包点，定点守候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
式，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同时，大队值班领导到各
辖区主要道路及重点企业开展交通安全检查和

交通安全宣传，严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强化宣传，提示提醒。加强雨雾雪天气安全

宣传和提醒力度，提升民众安全出行意识，确保
群众雨雾雪行车的安全。积极与气象部门取得联
系，及时掌握天气变化信息，密切注意天气变化
动向，及早预知天气状况对道路交通影响。同时，
执勤人员将雨雾雪天行车的安全知识向广大驾
驶人、过路群众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提示提
醒，提升民众安全出行意识，最大限度减少雨雪
天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德阳旌阳交警大队切实做好冬季
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管理

四川经济日报讯（岳蕾 记者 钟正有）为切
实做好冬季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全
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德阳市旌阳
交警大队深入分析冬季危化品运输车辆运行路
线及营运特点，强化思想认识，落实工作举措，
着力强化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全力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工作中，共出动警力
320 余人次，警车 105 辆次，深入危化品企业 7
家，排查安全隐患3处，责令现场整改3处，查处
各类违法行为85起。

精心部署安排，提升思想认识。结合近期天
气等季节性交通安全隐患及辖区危化品运输
车辆出行规律和特点，大队深入分析研判，查
漏补缺，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充分认识到危
化品运输车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
断调整工作思路，加大危化品运输车的安全
管理。同时，组织民警集中学习危险化学品的
基础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使民警熟练掌
握危化品常见违法行为的安全检查方法和必
要的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知识技能，做到违
法会查纠、隐患会排查、险情会处置，提高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和防范处置的能力，
牢筑危险化学品车辆运输安全的管理防线和
应急处置防线。

强化隐患排查，筑牢源头防线。以辖区事故
多发路段为重点，组织开展辖区重点道路隐患
和事故多发点段的整改情况大排查，对道路标
志标线、坑槽等安全设施不全、不清晰、不完整
的，提出防范交通事故、消除安全隐患的建议，
及时抄告业主部门，同时，对正在整改的隐患突
出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向社会进行公布，提醒
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并有针对性地开展辖区
运输企业专项检查，通过从严监管，夯实企业主
体责任。

强化路面管控，严查违法行为。始终把路
面作为主战场，切实加强路面管控，扎实开展
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除隐患、防风险”专
项整治全国统一行动，依托各执勤点加强对过
往危化品运输车的安全检查，形成常态化治理
危化品运输车机制。同时，加强巡逻巡查力度。
在日常执勤巡逻中，根据辖区道路事故多发点
段和车辆违法特点，加大辖区事故多发路段、
施工路段的巡逻密度，及时发现和消除危化品
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压缩交通安全
隐患滋生空间。

加大宣传提示，提高安全意识。组织民警
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从事危化品生产、运输企
业，大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通过讲座、发
放宣传资料、通报全国各地发生的涉危事故案
例等形式，进一步提升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
识、责任意识，使之时刻绷紧谨慎行车、安全驾
驶之弦，筑牢安全运输危化品第一道防线。同
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平台加大对违法违规
危化品企业、车辆、驾驶员和涉危典型案例的
曝光力度，警示广大交通参与者特别是危化品
运输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危化品运输的特殊性，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助力决胜脱贫攻坚，帮助群众真脱贫
——绵竹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德阳旌阳交警大队强化雨雪恶劣天气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珍兰 记者 杨琦 实
习生 吴立民 文/图）近日，甘孜县茶扎乡安
排7名干部配带防火宣传小喇叭深入各村进
行防火宣传，同时抽调40余名护林员深入林
区、山场巡查火情。同时，还组织巡逻组进山
巡逻，从源头上最大限度消灭火灾隐患。

据介绍，为减少森林火灾隐患和森林火灾
的发生，甘孜县打响森林防火保卫战，确保全县
范围内不发生大的火情。该县建立健全了县级
领导干部包乡（镇）、乡（镇）领导干部包村（组）、
村（组）干部包户的责任清单制度，责任包干领
导将防灭火工作要求和任务逐级压紧压实，落
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建立健全“完善指挥体系、
抓好常态防控、增强防救能力、加强宣教培训”
的任务清单制度。责任包干领导须照单履职、挂
图作战，在防火期内每月开展专项督查，森林火
险预警时段内蹲点值守、靠前办公；建立健全承
诺书制度，责任包干领导同本级指挥部，乡（镇）
党委或政府、村支部或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订

《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任务承诺书》11682份，
明确责任包干区，履职尽责；建立健全防火教育
引导机制，深入开展进林区、进牧区、进企业等

“八进”常态性宣传活动。

甘孜县建立责任清单制筑牢森林草原防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