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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 （胡洪 记者 钟正
有 文/图）一直以来，农村实用人才是人才
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推动者，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实践者。德阳市旌阳区聚焦“四个坚持”，引
导人才资源向农村聚集，助推乡村振兴。

坚持党管人才，加强对农村实用人才
工作的领导。不断完善“党委指导抓统筹、
政府主导抓投入、组织部门协调抓落实”的
人才工作格局，明确提出“一把手”抓人才
工作的要求，实行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将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成效作为业务
部门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突出
人才资源开发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战略地位。

坚持教育培训，做好高素质职业农民
培育。以市场为主导，以方便就业为原则，
创新开展“农学”结合培训方式。全区现建
有职业农民实训基地 18个，今年开办技能
培训 5 期次，培育高素质农民 370 人次。截
至目前，累计培育高素质职业农民2236人，
其中生产经营型 1118人，专业技能服务型
913人，社会服务型237人。

坚持技能富农，打造“练兵比武”平台提
升技能水平。近日，旌阳区在红伏村专家院

士工作站举办2020年高素质农民果树修剪
“田坝大比武”活动，来自各园区的果树管理
技术人员、果树种植大户等共计30余人参加
活动。通过“以赛促学”充分挖掘田农村的

“土专家”“田秀才”，今年共遴选出农村“五
匠”265名，鼓励更多农村实用人才脱颖而
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和乡村人才振兴。

坚持分类评价，认真做好人才评选表

彰工作。旌阳区现有职业农民初级 178人，
中级 48 人，拟申报高级 10 人；累计评选出
市级农业大师 4 名、区级先进农技人员 12
人。近年来，全区荣获全市十佳优秀职业农
民称号7个；获全省百名新型职业农民称号
1个；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参加省级“创新、创
业”大赛，获得省优秀奖2个，进一步营造学
先进、赶先进氛围。

德阳旌阳区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广汉交警开展校车安全检查

四川经济日报讯（曾晖 记者 钟正有）为切实做好冬
季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近日，广汉公安交警大队对辖区
各幼儿园开展走访。

走访过程中，交警大队民警对辖区爱弥儿幼儿园等
学校进行检查，并就共同做好学生交通安全工作进行了
交流，对各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基本情况进行了调
查，对接送学生车流进行严格检查，督促学校负责人加
强校车管理工作，坚决取缔用低速载货汽车、不符合安
全运行的、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接送学生，并要求学校
加强驾驶员教育培训力度，提高驾驶员的整体素质和安
全意识，对于已达到不适合驾驶校车年龄的驾驶员要及
时进行替换。

绵竹公安开办“警察夜校”

四川经济日报讯 （唐琦 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丰
富教育整顿活动学习形式，近日，绵竹市公安局开办起

“警察夜校”，错开一线实战警种勤务高峰期，开展错时
“补课”。

11月 12日、16日，先期两批四个支部的民辅警纷纷走
进课堂。课堂上，教育整顿办的教员们精心组织学员们全面
系统地学习了教育整顿应知应会各知识要点。

“警察夜校”的课堂也并非固定的，在基层派出所
支部，教员们将学习应用搬到了百姓家中，借用人口普
查、疫情防控“登门关爱行动”等契机，在入户走访时

“温习式”对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和相关法律知识进
行宣传。

德阳旌阳区整治交通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讯 （钟世林 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
加强辖区道路运输扬尘防控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近
日，德阳市旌阳区交通运输局派出路政工作人员，通过
定点、流动检测的方式，对辖区重点路段、区域开展突击
检查。

据了解，9月以来，该局通过与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充分发挥联勤联动的工作效用，将路域
环境治理落地落实。通过常态化夜间联合执法，严厉整治了
运输车辆超载超限、抛洒滴漏等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该局共计检查货运车辆143余台次，查处超
载超限、抛洒滴漏车辆6台次，清理公路路障5处，清理公路
路面污染6处。

达州市通川区税务局
多措并举提升税收征管质量

四川经济日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复
杂的经济形势和疫情的多重影响，达州市
通川区税务局认真贯彻省局税费收入质
量监控和分析机制，坚持强基固本、优管
促收，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应对税收
流失风险，堵塞征管漏洞，切实提高税收
征管质量。

以组织收入为中心。该局坚守组织收
入原则底线，围绕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依法依规组织收入要求，查原因、找
差距、商对策、聚合力，坚决做到“三个务
必，两个坚决”，全面提高征管质量，更好地
服务于“六稳”“六保”大局。

以风险防范为抓手。该局紧盯复工
复产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充分运
用税收大数据，强化税收风险管理，切实
防范税收流失。加大房地产、建筑安装等
涉税风险高的行业实行预警管理，特别
是对企业所得税贡献率较低企业、长亏
不倒企业，利用案头分析和纳税辅导等
方式，从有无应做收入未体现收入、有无
虚列成本、有无费用超标等方面着手，坚
决维护公平法治的税收秩序；对辖区房
地产租赁市场摸清税源家底，特别是对
辖区主要街道逐户按所在地段、经营面
积、租金、业主联系方式等一一登记造
册，并发放税务文书，做到“房土”两税家
底清、税源明。

以税费分析为重点。该局按照税源
阶段性、区域性、行业性因素，认真分析
全年收入形势，认真谋划组织收入工作。
坚持做好税费收入分析，按照经济态势
坚持按旬分析收入增减原因，收入与税
源匹配性，掌握组织税收收入主动性，形
成合力，统筹抓好组织收入工作，更好地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

（唐柳）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叶强平 唐鹏飞
记者 杨琦）近日，理塘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文
君键被请到“演播室”，就转院证办理困难等
问题，在理塘县纪委第一期“勒通问廉”栏目
作解释。

“我想给已经在外就医的妻子办理转院
证，后面好报销医疗费用，但是县医院不给我
办，你们纪委是否受理这个事情？”今年10月，
理塘县纪委信访室接到群众信访来电，其实这

样的来电他们并不感到陌生，早在2018年，理
塘县纪委监委就办理转院证问题对理塘县卫
计局进行了阳光问廉并责令整改，但转院证办
理引起的医患矛盾时有发生，成为群众“揪心
事”，医生“烦心事”。

理塘县纪委监委成立调查组，实地走访
了理塘县医院、康藏医院等医疗机构，发现

“转院证办理困难”等 3个问题，通过召开座
谈会分析，从阳光问廉的作用延伸来看，仅靠

现场提问来督促整改落实显然还不够，还要
以阳光问廉为依托，加大监督力度，拓宽监督
渠道，创新监督形式，既要抓好问廉暴露出的
问题，也要抓好群众举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
更要做好政策的宣讲和引导。

当天，受邀做客演播室的文君键通过举例
说明、PPT解读、数据分析等方式详细解读了
双向转诊流程及制度、为何要在基层医疗机构
就诊、如何报销医疗费用、哪些行为涉及到骗

保等。
受邀观看节目的特约监察员曲批在观看

节目后说道：“纪委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
督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监督不留空白，以
问题为导向，分析问题根源，拿出整改措施，
一锤一锤地敲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抓落
实，才能让阳光问廉长效推行。希望常问、常
办、常抓问廉，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升
服务满意度。”

田坝大比武

理塘：阳光问廉解民忧

宗地编号宗地编号

PZ-XX-PZ-XX-
LH-LH-101101

宗地名称宗地名称

彭州市通济镇龙彭州市通济镇龙
怀村十五组集体怀村十五组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

宗地位置宗地位置

彭州市通济镇彭州市通济镇
龙怀村龙怀村1515组组

宗地面积宗地面积

151151..0404mm22
（（合合00..22662266
亩亩））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商服用地
（（4040年年））

挂牌挂牌
起始价格起始价格

5050万元万元//亩亩

竞买竞买
保证金保证金

33..44万元万元

规划指标规划指标
容积率容积率

>>11..00且且≤≤11..55

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结合方案合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理性确定

绿地率绿地率

结合方案合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理性确定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1515mm（（结合地形结合地形
设计设计不超过三不超过三

层层））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彭集挂告（2020）33号（PZ-XX-LH-101）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如下公告如下：：
一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三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及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及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买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买。。
三三、、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报价的加价幅度为人民币报价的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005000元元//亩及其整数倍亩及其整数倍，，价高者得价高者得。。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出让起始价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出让起始价，，并并
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竞得后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竞得后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出让合同和缴纳出让金等税费的出让合同和缴纳出让金等税费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四、、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挂牌公告期为挂牌公告期为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至日至20202020年年1212月月88日日，，挂牌挂牌
竞价期起止时间为竞价期起止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99日日99::0000至至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717::0000。。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摘牌成交摘牌成交，，摘牌会时间为摘牌会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
月月2222日日1616::0000；；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转入现场竞价转入现场竞价，，现场竞价时间为现场竞价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616::0000。。
五五、、竞买申请人请于竞买申请人请于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1616::0000前前（（节假日除外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3..44万元万元（（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料办理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料办理
报名手续报名手续，，领取应价牌并报价领取应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616::0000。。
六六、、挂牌的该宗土地需与挂牌的该宗土地需与PZ-XX-LH-PZ-XX-LH-100100号地块整体出让号地块整体出让，，意向竞买人应承诺在竞得土地后流转所在村民小组农用地不低于意向竞买人应承诺在竞得土地后流转所在村民小组农用地不低于2020亩亩，，其产业策划设计方其产业策划设计方
案需经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案需经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七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竞买人请于竞买人请于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起登录成都农村产权交日起登录成都农村产权交
易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流转文件易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流转文件。。
八八、、联系地址联系地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彭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彭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咨询电话咨询电话：：韩老师韩老师 028028--8383051583830515))
网站地址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http://www.cdaee.com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日

宗地编号宗地编号

PZ-XX-PZ-XX-
LH-LH-100100

宗地名称宗地名称

彭州市通济镇龙彭州市通济镇龙
怀村十五组集体怀村十五组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

宗地位置宗地位置

彭州市通济镇彭州市通济镇
龙怀村龙怀村1515组组

宗地面积宗地面积

389389..66mm22
（（合合00..58445844亩亩））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商服用地
（（4040年年））

挂牌挂牌
起始价格起始价格

5050万元万元//亩亩

竞买竞买
保证金保证金

88..7777万元万元

规划指标规划指标
容积率容积率

>>11..00且且≤≤11..55

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结合方案合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理性确定

绿地率绿地率

结合方案合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理性确定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1515mm（（结合地形结合地形
设计设计，，不超过三不超过三

层层））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彭集挂告（2020）32号（PZ-XX-LH-100）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如下公告如下：：
一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及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及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买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买。。
三三、、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报价的加价幅度为人民币报价的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005000元元//亩及其整数倍亩及其整数倍，，价高者得价高者得。。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出让起始价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出让起始价，，并并
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竞得后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竞得后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出让合同和缴纳出让金等税费的出让合同和缴纳出让金等税费的，，保证金不予退还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四、、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挂牌公告期为挂牌公告期为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至日至20202020年年1212月月88日日，，挂牌挂牌
竞价期起止时间为竞价期起止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99日日99::0000至至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717::0000。。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摘牌成交摘牌成交，，摘牌会时间为摘牌会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
月月2222日日1616::0000；；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转入现场竞价转入现场竞价，，现场竞价时间为现场竞价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616::0000。。
五五、、竞买申请人请于竞买申请人请于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616::0000前前（（节假日除外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8..7777万元万元（（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料办理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料办理
报名手续报名手续，，领取应价牌并报价领取应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1616::0000。。
六六、、挂牌的该宗土地需与挂牌的该宗土地需与PZ-XX-LH-PZ-XX-LH-101101号地块整体出让号地块整体出让，，意向竞买人应承诺在竞得土地后流转所在村民小组农用地不低于意向竞买人应承诺在竞得土地后流转所在村民小组农用地不低于2020亩亩，，其产业策划设计方其产业策划设计方
案需经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案需经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七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竞买人请于竞买人请于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起登录成都农村产权交日起登录成都农村产权交
易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流转文件易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流转文件。。
八八、、联系地址联系地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彭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彭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咨询电话咨询电话：：韩老师韩老师 028028--8383051583830515))
网站地址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http://www.cdaee.com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1919日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09203067C) 、云南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2MA6N4GBUXB)、贵州大唐物资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903470538578)股东会决
定：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大唐电力物
资有限公司、贵州大唐物资有限公司，云南大唐电力物资有
限公司、贵州大唐物资有限公司注销，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
限公司续存。合并前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 2073万元，云南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
元，贵州大唐物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万元，合并后中水
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73万元。公司合并后，合
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承继。请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马敏
电话：028-86726656

中水物资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云南大唐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贵州大唐物资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遗失公告

●峨眉山市洪州重庆老火锅店《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正 、副 本（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111810039529）遗失作废。

●青神县旷伟百货营业执照正、副本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前 核 发 ，注 册 号 ：
511425600018160）遗失作废。

●青神县徐文广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2020 年 11 月 19 日前核发，注册号：
511425600018178）遗失作废。

●资中县白云峡石英砂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1025000015219）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资中县白云峡石英砂厂双河分厂，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1025000015227）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广安市华蓥山天意谷旅业开发有限
公司位于邻水县甘坝乡苏家村二组［邻土

储（2012）10号地块］不动产权证［证号：川
（2019）邻水县不动产权第0008763号］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王刚，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证（川 L3672 挂，营运证号码为：川
交运管乐字0068172）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 本 人 莫 方 勤 ，身 份 证 号 码 ：
513001196304140229，因不慎遗失达州中
梁首府收据，收据编号0012721-0012726（5
份）0012391-0012409（19份），合计：24份，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青神县置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2020
年11月19日股东决定, 准备注销，已成立清
算组。清算组由杜青、胡英2人组成，胡英为
清算组负责人，联系电话：13550540404。请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办
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青神县置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