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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代蕊月 记者 侯东）
“两位专家的手术过程非常的自然流畅，而且在
手术过程中将需要注意的地方都向我们娓娓道
来，认真分析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真的是受
益匪浅！”8月 1日上午，在刚刚由浙江仙居王建
飞主任医师和姚永庭主任医师开展的胸外科手
术现场教学活动一结束，一名现场观摩的医生
忍不住谈起了自己的感受。

近年来，浙江省仙居县医疗卫生对口帮扶
工作在旺苍大地上全面铺开，在东部优质医疗
资源扶持下，旺苍县医疗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据
了解，本次仙居“组团式”医疗（名医）到旺苍已

经是第二批了，共有 3名医生参加，同时有 4名
援川医生也来到了旺苍县人民医院，为旺苍的
医疗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这个病人已经65岁了，他因为进食哽噎感
入院，加上他还有胸廓畸形合并左侧膈疝，手术
难度较大。在仙居，目前基本采取胸腹腔镜下食
管手术，今天我们还是采用开放式的手术。”仙
居县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肿瘤外科主任医师
姚永庭表示，旺苍县人民医院胸外科水平也比
较高，手术做得也比较成熟，希望在仙居和旺苍
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病人能够恢复的
好，取得好的治疗效果，使两地的医疗水平能够

得到共同的提高。
除了在旺苍县人民医院的现场手术教学

外，在旺苍县卫健局会议室也正在举行着“仙居
—旺苍”医疗协作培训会，本次培训是由仙居县
人民医院王丹枫副院长做《医疗纠纷预防与处
理条例解读》专题讲座，全县 150余名医务人员
聆听了讲座。

“今天有幸参加了仙居县人民医院王丹枫
副院长的讲座，通过他耐心地讲解，让我对医疗
纠纷的预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明白了在
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如何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
来自旺苍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邓洁感慨

到，这就是场“及时雨”。
旺苍县人民医院分管业务副院长郭厚信

说，自结对帮扶以来，每天有仙居县 5名专家坐
诊，目前，全院已开展 13项新技术。去年全年门
诊人次、住院人次有明显提高，转诊率下降7 %。

“通过仙居县的医疗帮扶，让旺苍天天有医
生、月月有名医、季季有名院长，就是要把浙江
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精细化的医疗理念种到
旺苍这片沃土，让它生根、开花、结果，实现理念
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切实提升旺苍县的
医疗水平！”仙居县扶贫干部、旺苍县委常委、副
县长滕新生说。

绵竹市首个
退役军人创业示范园揭牌

四川经济日报讯（叶小梅 记者 钟正有）为
全面营造鼓励支持退役军人参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新氛围，充分发挥创业引领、就
业指导的作用，激发广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热
情，近日，绵竹市在孝德镇后皇紫金柑橘种植基
地设立首个退役军人创业示范园。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充分发挥聪明才
智，争当就业创业先锋。绵竹市退役军人廖秋自
主创业，看准孝德镇年画村每年的游客接待量
和气候条件，于2017年在年画村投资建设后皇
紫金柑橘种植项目，项目占地约100亩，现有品
种日本爱媛 38号、大雅柑、沃柑、青见。从 2017
年项目落地至今，共计投入 100余万元,吸纳就
业30余人。

建立退役军人创业示范园，是服务全市发
展稳定大局的现实需要，对于促进退役军人创
业就业，助推绵竹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而
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绵竹市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相关部门将把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加大帮扶力度，完善扶持政策，
增强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能力，为建设“工业强
市、文旅名城、美丽家园”做出应有的担当和贡
献。

仪式上，相关工作人员还详细宣讲了就业
创业、技能培训和担保贷款相关政策，尽力解决
退伍军人创业融资难问题。

德阳市罗江区
家庭农场协会正式成立

四川经济日报讯（谢芙蓉 记者 钟正有）8月
1日，德阳市罗江区家庭农场协会成立大会在德
阳市罗江区农业农村局召开，该区常委、区委统
战部部长胡勇、德阳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周华
斌和罗江区相关部门与各镇负责人应邀出席会
议，100余户家庭农场主会员参加了大会。

会上，罗江区家庭农场协会筹备组报告了
前期筹备工作情况，审议并通过了协会章程、会
费管理办法、选举办法、理事会组成，按照规定
程序选出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据了解，该协会是德阳市首个家庭农场类
社会经济组织，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德阳市罗江
区现代农户家庭农场发展步入新阶段，农户家
庭农场以此实现“游兵散将”向“抱团”集结转
变，将有力推动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罗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勇对协会工
作强调指出：要发挥引导作用，推进家庭农场走
现代化生产之路 、绿色生产之路，生产符合市
场需求的优质安全农产品；要发挥带头作用，以
社会化服务支撑家庭农场发展为契机，指导家
庭农场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提高家
庭农场综合管理水平；要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对
接政府，传达最新信息，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搭
建发展平台，组织家庭农场“抱团”发展，增强市
场拓展和品牌营销等核心竞争力，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德阳市旌
阳区柏隆镇隆兴桥村18组，上百亩的百香果枝
繁叶茂，硕果累累，在2017年，四川兴澳伊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廷就开始培育百香果内地
新品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适合四川气候
的热带水果——四川百香果成功面世了。

“百香果虽然是热带水果，但我们采用川
内一种生木来跟它进行嫁接并试种成功，它耐
低温，已完全适应了我们川内的气候环境，现
在的亩产量可达2000多斤。”李兴廷高兴地说。

在每年的 6月至 12月都是百香果成熟的
时节，李兴廷通过“线上线下+订单式”的销售
模式，与多个销售渠道签订了协议，让果园里
的果子还未成熟就被预售一空，据估算，今年
四川兴澳伊农业有限公司的百香果产值大概
在180万元左右。而在这之前，为充分发挥品牌
效应，李兴廷在 2018年就正式注册了“四川兴
澳伊农业有限公司”，计划用三年时间，依托

“旌北现代农业示范园核心区”等地理项目优
势，扩大百香果种植规模，在大力发展百香果
种植、批发的同时，进一步延伸下游产品和旅
游产业，挖掘百香果的内在潜力，提高产品附
加值，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

不仅如此，在李兴廷百香果产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还解决了周边农户的就业问题，目前，
四川兴澳伊农业有限公司已有固定工人22人，
集中临时请人务工日用工量最多达 150 人左
右，月均支付人工工资 6万余元，带动柏隆、绵
竹什地等农户30余户，帮助周边农户达到了增
收目的。

近年来，柏隆镇依托地理优势和项目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发展乡村经
济，助推乡村振兴，打造出了独具柏隆特色的
百香果、桑葚、草莓、葡萄等水果产业，打响了
柏隆农业特色产业的“新名片”，为地区农业产
业的多样化发展增添了活力。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 文/图）德
阳市旌阳交警大队近来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
求，组织民、辅警积极开展“交管 12123”APP
宣传工作,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平台、使用平台，
简化处理程序，有效节约警力，方便服务群众，
有效提升大队交通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对辖区所有小区、社区、商铺、企事业单
位、公交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地方，通过张贴宣
传画，面对面讲解，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解“交管
12123”手机APP的方便与快捷性，积极介绍宣
传应用软件的主要功能及特点，讲解交通违法
自主处理APP的安装、绑定、适用范围、可以提
供的服务以及如何处理和缴纳罚款等一整套
程序，并指引群众用手机扫描“交管12123”二
维码，关注“交管12123”，不断提高所有机动车
驾驶人、车主知晓率及运用率，努力为群众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交通安全服务。
该大队充分利用微博平台广泛开展宣传

工作，推送关于“交管12123”应用平台相关知
识，对“交管12123”应用平台的功能和操作流
程进行详细的解读，提高群众知晓率，让更多
的群众了解平台、使用平台，让老百姓少跑路。

在该大队车管所服务大厅张贴“交管
12123”二维码，积极宣传“交管12123”应用平
台的各项服务内容，详细介绍其方便快捷的
特点，积极引导办事群众注册使用，切实发挥
便民为民的服务功能，有效提高了“交管
12123”使用率，让辖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交管服务，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公
安交警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此次宣传活动，大
队共出动执勤人员 30 余人，张贴宣传海报
350余份。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高雨 记者 童登
俊）什邡市人社局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2019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川人社发

〔2019〕17号）文件精神，周密部署，精心组织业
务人员认真核实退休人员信息，确保“调待”数
据准确，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对接，确保调待
资金及时到位。于7月29日通过社银平台将企
业退休人员增资补发数据推送到银行进行发
放，标志着该市2019年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金调整工作顺利完成，实现了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15连调。

今年调整基本养老金继续坚持“并轨”的方
向，调整办法与 2018年基本相同。与上年所不
同的有两点：一是在定额调整上较上年人均增
加了2元，达到47元，加大普惠力度，体现社会

公平；二是适当倾斜上进一步加大了对高龄退
休人员的倾斜力度，在去年基础上，对满 70周
岁至80周岁、满80周岁至90周岁和满90周岁
及以上每个年龄段均提高了 5元，体现对高龄
退休人员的照顾。对艰苦边远地区和企业军转
退休干部的倾斜与上年保持一致。机关事业单
位2014年10月1日以前退休的人员的挂钩调整
继续与本人基本养老金挂钩，但挂钩比例高于
其他人员1.5个百分点。其余人员继续与本人基
本养老金和缴费年限挂钩，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让在职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
养老金。调整后，全市共涉及49382名机关企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人均月增资110.6元，从2019
年 1月起执行，累计补发养老金 3821.85万元，
自8月起，符合“调待”标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将按照调整后的标准逐月发放。

遗失公告

● 汉 源 县 红 日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发 票 专 用 章（编 码 ：
5118235019438）遗失作废。

●方燕位于峨眉山市胜利镇佛欣路 148号 1幢 1单元 7-4
号《他项权证》（证号：峨房他字第2013020400588号）遗失作废。

●吴建忠位于峨眉山市胜利镇佛欣路148号2幢1单元4-3
号《他项权证》（证号：峨房他字第2013020400447号）遗失作废。

●威远县天天见面面馆（经营者：张旋）个体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4JQK03U）遗失作废。

●东坡区亿均突起网络工作室（经营者：罗林）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02MA64YF4Y14）遗失作废。

●丹棱县石色果蔬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2018年5月2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1424MA6931FU6E）遗失作废。
●李进超，身份证（511525199902254293）遗失，特此登报

声明。
●苍溪县长兴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韩志先法人章编号

5108240100280遗失作废。
●九寨沟县盛国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13225MA62F04FXB）遗失作废。

刘良琼土地产权证作废公告

根据邻水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 1623 执 875
号之十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川 1623 执 875 号之十号
文件，我中心对登记在刘良琼名下座落于邻水县鼎屏镇万
兴大道街 22 号 10 单元 4 楼 2 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邻鼎国用（2012）字第 4404 号]发布作废公告，公告
期限为十五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如有异议，请向我中心提
交书面材料；公告期满若无异议，将依法予以作废。

特此公告！
邻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8月5日

注销公告

成都优纳斯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2MA6DGPE8X8）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成都优纳斯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注销清算公告

珙 县 三 木 种 养 专 业 合 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511526595051631F）成员大会决议解散合作社，并成立了合
作社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喻晓伟，清算组成员：喻晓伟、王
成贵、王伦固。请合作社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568594888。地址：珙县
下罗乡保平村民委员会。

珙县三木种养专业合作社
2019年8月6日

公 告

四川志合四海财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于2016年6月17日在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立案侦查，
该公司法人严正、经理白冰已经判刑，2019年 2月志合四海财
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程有冬被公安机关抓获，目
前已被执行逮捕。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程有冬担任法人的四
川金财一品投资管理公司也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请以上
两公司受害人到青羊区东坡派出所报案。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东坡派出所
2019年8月6日

公 告

犯罪嫌疑人蒋黎在2016年至2017年底在四川省成都市青
羊区贝森北路 1号 1楼 302-3号，以山东阳春羊奶乳业有限公
司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群众吸收资金500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蒋黎于2019年7月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
分局逮捕。为查清案情，挽回损失，请受害群众及时到成都市青

羊区分局东坡派出所报案。
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东坡派出所

2019年8月6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58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418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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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齐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经我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

减少至 10 万元。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公司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我公
司将对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不申报债权
的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仁寿助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东西部扶贫协作医疗造福旺苍百姓

什邡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金调整发放工作圆满完成

“线上线下+订单式”销售
旌阳区柏隆镇百香果成功上市 德阳旌阳交警大队

加大“交管12123”APP宣传力度

旌阳交警大队认真开展“交管12123”APP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