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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 10月 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在道孚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会议室对堆放在绵阳安州区神龙磷矿公
司和道孚县色卡乡道孚矿业公司的一批红柱石原矿进行变卖。
一、标的简介：本次变卖的红柱石原矿经云南省子午线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科学检测，检测报告显示红柱石平均品位为7.39%，锂平
均品位为0.44%并含有铌、钽、铷、铯、铍等稀有金属。变卖价每吨人民币320元，变卖成交后按过磅的实际重量计算成交价款。
二、变卖流程：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150万元的变卖价保证金后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格；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本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公开展示。
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方式：如需在变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请联系18990492815（任先生）。
五、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公司不承担变卖标的瑕疵保证。特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
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甘孜州贡嘎山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0月 13日

变卖公告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编制形成《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
规划(2021~202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公众意见。

一、相关信息已在网站上发布（详见网址：http://www.rongchang.gov.cn/
zwxx/tzgg/202110/t20211008_9782538.html），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
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所涉及的周围群众个人或团体。
三、本次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

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向规划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
有效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常住地址方式。我单位承诺不会将个人资料
用于环评公众参与之外用途（注：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环评公参内容。），感谢您的参与！

规划单位：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康洪，联系电话：
023-81060817；评价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梁工，023-
89136230；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叶工，023-67826599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10月

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
2025 年)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公 示

遗失公告

●都江堰宏鑫商品混凝
土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10142978501；开户行：建
设银行都江堰支行；账号：
51050158690800001445）遗失
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成都华安驾驶培训有
限公司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川 AM836
学 ， 营 运 证 号 码 ：
510184002145）特此登报声明
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八步镇
上横村周沙股份经营合作
社 ，法 人 章 ：伍 丽 娜
（5118025034991）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高代菊位于邻水县柑
子乡街上房屋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邻柑国用（1992）
013号］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峨眉山市醉峨眉乡村
家宴饭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JY25111810007901）遗
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马江遗失经开区万达
1 栋 2 单元 20 楼 3 室购房收
据 ，金 额 10000 元 、单 号
0005017，金额 150000 元，单
号 0005241，金额 8101.5 元，
单号 0005771，金额 28980元，
单号000577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青神金海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511425MA6666F83R），股
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 1020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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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神金海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10月 11日晚，广元市苍溪县文昌镇刘家村
村委会大院内格外热闹，驻村干部、村干部、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
围绕产业发展、环境问题整治等，热络地“说事、
解疑、答惑”，夜幕下的小山村顿时活跃起来。

这是苍溪乡村治理工作新模式——“围炉
夜话”的一个小缩影。该县从今年7月起推行“围
炉夜话”群众工作法，主要围绕乡村振兴、两项
改革“后半篇”文章、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党员
队伍建设、基础设施改善、矛盾纠纷化解等内
容，以党群夜话、干部夜访、群众评议三种形式，
开展协商议事、现场答事、干部问事、及时办事、
派单办事、问效结事、定期评事。

党群夜话 共谋发展

“我认为新产业园应该发展猕猴桃。”
“还是发展桂冠梨好。”
……
当日，文昌镇刘家村驻村干部、村干部、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同村民一道，就下一步
该村产业园建设展开讨论，确定今后几年产业
发展主要方向。

“大家面对面沟通交流，协商议事，群策群
力，不仅提高了村级事务决策的科学性、民主
性，还避免了许多矛盾。”该镇党委副书记张小

虎是驻村干部，他说党群夜话最大的亮点就是
拉近了党群关系。

在村民刘德锦看来，大到村里的基础设施
建设，小到村民的衣食住行，都能在党群夜话上

“亮”出来，“解决了大家很多实际问题。”
据了解，像这样“围炉夜话”，苍溪县各乡镇

从今年 7月起每月都在有序开展。乡镇领导、驻
村干部在内的各级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
近期村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实施等
重点工作现场和群众讨论，群策群力，共商发
展。截至目前，全县共商议各类村（社区）公共事
务 1200余件，征集各类工作建议 110余条，切实
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村
级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

干部问事“红条”承诺

10月 10日晚，在苍溪县运山镇运山社区居
民唐以超家的小院子里，几张板凳一张桌，几位
居民和干部们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怀，促膝长谈。

“大嫂啊，我们来这里是想听听大家的心
声，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今年果子收成咋样，有没病虫害？我们今
天带了几种常见的病虫害防治资料，来来来，看
一下。”

“我是非常支持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利国利

民的大好事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所不谈。

“隔三差五就有干部到家里来了解情况，帮
我出谋划策，解决困难，有了这些参谋，不愁日
子不红火。”唐以超高兴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干部夜访事项有效解
决，苍溪县在常态化组织干部夜访的同时，还深
入开展民事上门代理代办服务，对群众的事项能
当场办结的予以现场办理，现场不能办结的通过
打“红条”的方式作出承诺限期办理到位。

打了“红条”的事项，支部分类建立《群众意
见建议和民生工作清单》，并通过党支部会议、
党员大会对“红条”事项进行商定，明确推进措
施、落实责任人员、限定办结时间。如需多部门
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由该县县委组织部牵
头，召集相关单位召开民情恳谈会，专题协商、
讨论、解决问题，实现“多方联动、高效处置”。

截至目前，全县各级干部已累计开展夜访
1300余次，化解各类问题矛盾 400余件，实现辖
区31个乡镇362个村92个社区全覆盖。

群众评议 民主高效

说到“围炉夜话”解决问题的效率，苍溪县
白山乡宝寨村村民张仕能打开了话匣子。一个
月前，由于连续暴雨，他家自留地山后存在滑坡

风险，他在干部夜访时反映后，工作队和村“两
委”第二天就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排危。

“晚上反映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就排危完成
了，解决问题真是神速！”张仕能竖起了大拇指。

该村党支部书记谭淑芳也表示，“围炉夜
话”的推行，工作队、村两委能制度性进村入户
了解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并帮助解决，村里的
各种矛盾纠纷大大减少。

坚持“办一件事、公示一件事、评议一件
事”，苍溪县把群众评议作为“围炉夜话”的固定
议程，把“围炉夜话”的民主评议情况作为干部
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班子调整，以及基层软弱
涣散党组织评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将群众满意
度作为村民说事问题办理情况的唯一标准，确
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围炉夜话’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破除基
层治理热点难点堵点，加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
直接联系，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苍溪县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自7月全面推
行“围炉夜话”群众工作法以来，苍溪县探索建
立了党群议事—干部问事—群众评议“三步闭
合法”，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回应群众
期盼，接受群众监督，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磊 青婧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侯东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黎涛 记者
李国富 文/图）重阳节是我国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节日。10月 12日，在重
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南充市顺庆区民政
局组织开展“寻百岁老人、访钻婚传奇、
谈幸福家事、传良好家风”重阳节爱老敬
老活动，以好家风带民风、促进良好社会
风气养成。

当天，工作人员来到 101 岁张梦清
老人家中，不仅为其送上了“福寿康宁”
牌匾和米、油等慰问品，还讨教起了长寿

“秘诀”。“她不挑食，每次可以吃一大碗
饭，晚上9点左右睡觉，早上八九点左右
起床，跟年轻人一样睡得香。老人对人对
事很平和，没有太多情绪。”女婿李志平
说，总结起来就是就是胃口好，睡眠好，
心态好。

“她平时一直教育我们要家庭和睦，
讲团结。”李志平说，正是老人的言传身
教，儿孙们不仅传承了老人温良的品格，
相处融洽，还身体力行诠释着孝道，尽心
尽力照顾老人。

“‘以善良为本，以平安为福，以团圆
和睦为乐’，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家风家
训，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女儿何永碧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是一大家子人

的宝贝。
“顺庆区是全省10个婚俗改革试验

区之一，为推进顺庆婚俗改革试点工作，
在传承良好家风家教上取得成效，我们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访聆听和记录这
些百岁老人的婚姻故事，弘扬上孝父母、
下爱子女、夫妻互敬传统美德，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南充市顺庆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主任覃瑜莉告诉记者，接下来将
继续组织工作人员慰问百岁老人，为钻
石婚的老人举办中式婚礼照片，出专辑
等，传承他们的良好家风。

据该区民政局统计，全区目前共有62
名百岁老人，其中年龄最长者为112岁。

苍溪：“围炉夜话”提升基层治理实效

南充顺庆区：百岁老人谈幸福家事

工作人员为101岁的张梦清和家人拍摄全家福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陈鸿琦 记者 钟正有）10月 12日，重
阳佳节前夕，中江县人社局组织退休职工举行重阳节座谈暨市县
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会。

座谈会上，中江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期辉向老干部、
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祝福。随后，会议传达学习了
市第九次党代会及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相关精神，从大会主题、五
年回顾、发展思路、五年目标等方面，对德阳市委常委、中江县委
书记苏刚《在中国共产党中江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再
次进行原文学习和详细解读。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五年成绩，重点突
出的安排了今后五年工作，为新时代人社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退休干部邹明富表示，要继续发挥余热，保
持老干部老党员“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的本色，把党代会精神
学习好、理解好、宣传好。

德阳经开区八角井街道
重阳慰问社区老人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钟正有）在
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10月 13日，德阳经开区
八角井街道千佛社区党委书记宋昌林带领社区
两委、网格员对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及离退休
老干部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活动中，慰问组与老人们促膝谈心，详细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注意身体、饮食
卫生，有什么困难及时向社区反映，社区一定会
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并叮嘱老人们，冬季即将来
临，一定要注意保暖，保养好身体，让老人们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
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该社区将进一步营造
爱老文明风尚，努力构建文明和谐社区，以实际
行动助力德阳市创建文明城市。

中江：退休职工畅谈党代会精神

峨眉山市
非法捕鱼者增殖放流千尾鱼苗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沈波 林立 记者
苟邦平）“希望广大市民不要进行电鱼等非法捕
捞行为，要以我为戒，不要去触犯法律的红线。”
近日，乐山市人民检察院、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
联合乐山市中级法院、峨眉山市农业农村局等
部门在峨眉山市九里镇临江河畔开展非法捕捞
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增殖放流。违法捕捞人
员王某某在实施第一阶段的增殖放流时向社会
公开赔礼道歉。

据了解，2019年5月31日凌晨2时许，王某
某携带电瓶等电鱼工具，在峨眉山市胜利镇赶
山河内，使用电鱼的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民警
现场查获电鱼工具一套和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5.4公斤。经鉴定该案受损的渔业资源直接损失
总价值 3240元，间接经济损失不低于 7560元，
合计10800元。

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王某某承担10800元生态修复赔偿金
并在县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1年 9月
29日，乐山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支持了
检察机关的诉请。

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情况，增殖放流分为两
个阶段进行，放流总额合计 10800 元。第一阶
段，王某某将价值4000元2000尾齐口裂腹鱼鱼
苗投放入临江河中。据介绍，本次投放的鱼苗生
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能有效恢复临江河内鱼
类生态环境，这种“以补代罚”的方式，既让被告
接受了教育，又使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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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玺，不慎遗失军官证，证号：
军字第 0940479 号，声明原证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