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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事●成都市新都区好品味食品厂遗
失发票章，编号5101259019221
声明作废●金堂县广兴永红石业经营部
公章网号5101215002349遗失
作废●蒲江县大兴镇炉坪村村民委员
会在农商行蒲江大兴分理处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43651
503，账号：0227100101200100
00364）遗失，由此引起的一切责
任由本单位承担●崇州市张程丽家庭农场公章
（5101849011718）遗失●崇州市锦江力弘水泥制品厂持
发票专用章（5101845003980）
遗失

●邓评持有的位于郫都区犀浦镇
岷江街三段169号3栋3单元5
楼501号监证权2028982号房
产证遗失●郫都区宏远地磅称重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9251
0124MA6C6YX55U）遗失，声明
作废●锦江区慧鑫蛋糕店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遗失（税号：5113241982
0901486301）声明作废●由双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给兴隆街道个体工商户黄俊华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5101223070387）遗失作废●由双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给兴隆街道个体工商户熊国兴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5101223070435）遗失作废●由双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给兴隆街道个体工商户许永昌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1
0122600094517、5101226004
94003）遗失作废●由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给兴隆街道个体工商
户刘燕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510110600037001）遗失
作废

●金堂县福兴菜之韵有机蔬菜
专业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46353001，开户银行：成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堂福兴园区支行，法人：唐上
宜，账号021811000120010000
785）遗失作废

公 告
清 算 公 告

成都雅娴调味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1
MA6CBDRB62）经股东决定予
以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原成都市地方税务局税收

宣传教育中心（法人证书号事证
第151010000492号）依据《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
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8
年9月20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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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
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7〕7号）精神，按照省级开发
区设立有关程序，四川蒲江经济开发
区已完成设立的前期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公示如下：

一、开发区名称为四川蒲江经济
开发区。

二、开发区主导产业为食品、医
药、印刷、包装。

三、开发区设立地点在成都市蒲
江 县 。 开 发 区 设 立 核 准 面 积 为
523.14 公顷。

四、范围为区块一东至工业四路，
南至工业南路，西至清江大道，北至蒲

江河；区块二东至工业四路，南至京昆
高速，西至清江大道，北至工业大道上
段；区块三东至利民路，南至京昆高
速，西至新蒲路，北至吕石桥村；区块
四东至利民南路南段，南至京昆高速，
西至新蒲路，北至剑桥小镇；区块五东
至蒲江河，南至兄弟彩钢加工机械，西
至陈百路，北至蒲江河；区块六东至利
民南路南段，南至七星村，西至蒲江
河，北至利民南路南段。

公示时间为七天，如有异议，请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反映。联系
电话：028-86705636。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9月22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设立四川蒲江经济开发区的公示

针对美国国务院 20 日宣称因中方违反
“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将对中国中央军
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21日表示，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

时表示，中方对美方上述无理做法表示强烈
愤慨，并已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我们强
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
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据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在 9 月 2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改
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
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
民心基础更加坚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加
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
上来。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举旗定向，用“改革重在落实”的
实干精神生动诠释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所蕴含的深
刻启示，体现了狠抓落实的紧迫感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体
现了中国人民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指明了前进方向。

突出“实”字，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
决实际问题上，意在告诫我们：当前推进改革开放，时间不等
人，容不得半点松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开放没有任何
捷径可走，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解决改革实际问
题，把改革落到实处，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彰显了人民领袖的
战略定力和责任担当。

“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
是镜中花、水中月。”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深化十八大以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
决心和力度，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
性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已临近实现，强国复兴已打开新天地，“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靠的
就是不折不扣的狠抓落实。毫无疑问，狠抓改革落实和解决
实际问题是新时代的鲜明底色。

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大判断，新的历史方位、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现代化时间
表⋯⋯新征程上，向高处攀登、向远方前行，还有一道道山梁
需要翻越，一个个险滩必须跋涉。正如习总书记指出，“大力
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
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因
此，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关键仍要靠“实”字。加强党对改革
工作的领导，要体现在抓落实、见成效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必须坚决改、马上改；对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
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要科学统筹、优先解决；要结合
实际，既抓全局的重点，也抓局部的重点，做到大局小局一盘
棋；要把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到更加突出位
置来抓，对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环境
治理、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要结合群众的现实需求，有
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改革举措；要在务实戒虚上下功夫，把更多
精力放在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上来。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任务的时间设
计来看，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
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剩下不到3年
时间。其任务之重，力度之大，时间之紧，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
代要有新作为。当前，全党要明确重点，要抓好新时代推动改革
开放新部署的贯彻落实，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在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着力补齐重大制度短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
用，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具
体要落实七大任务：一是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
二是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三是加快完
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实现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四是加快健全各

类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企业优胜劣汰；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七是不断改革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时间和任务都在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狠抓落实见到实效，容不得有半
点懈怠。因此，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
识”，坚持“四个自信”，把贯彻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以严明的纪
律确保改革扎实推进，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
着，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艰苦奋斗再创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谱写新的光辉！（作者张其佐系经济学家、G20与
新兴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据央视网

本报讯 （记者 李霞） 为回应市民反
映成都街头盲道被侵占的情况，昨日下午，
市城管执法总队暗访成都“5+2”中心城区
区域，发现盲道被机动车侵占的现象的确
存在。为提升我市城市道路盲道使用便利
度，成都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违法占用盲
道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昨日下午 4 点多，记者跟随市城管
执法总队执法队员来到青羊区一些街
道，暗访盲道被侵占、挤压的情况。在
青羊区金阳路，此处有一排餐饮店，虽
然此时不是就餐高峰，但记者发现，停
放车辆较多，至少七八辆汽车的后车轮

碾压在了盲道上。这里属于人行道路
区域，但没有划定机动车的停车位，车
辆也没有整齐停放。

而在锦里西路 127 号，在两家机动车
清洗站前，一辆机动车辆直接竖跨在盲道
上，占据了四五米长的盲道，“因为两个清
洗站到路面都有坡道，所以车辆差不多只
能停到这个位置。”执法队员分析。随后，
执法队员向老板了解了坡道修建的情况，
向这两家清洗站下发了调查通知书，“他
们在城市道路上建坡道，涉嫌侵占城市道
路，所以我们让他们 25 号来接受调查。”
执法队员表示。

据市城管委执法处介绍，违法占用盲
道，违反了《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中第二十三条，“除公共利益等特殊需
要并报经所在地区（市）县城市管理部门批
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同意）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广场、桥梁、下穿通

（隧）道、街道游园及其他公共场地设置市
场、摊点，作业、搭建设施、堆（摆）放物品，
开展经营、宣传等活动。”

记者获悉，根据摸底调查的情况，市城
管委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违法占用盲道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 21 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今年 7 月至 9 月，国家
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辽宁大连庄河海域开
展水下考古调查工作，搜寻、发现并确认了甲午海战北洋
水师沉舰——“经远舰”。这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甲午
海战遗迹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图为考古
队员下水作业。 文图均据新华社

近日，金牛区检察院与金牛公安分
局正式会签了《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
院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关于建立
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协作机制的意
见》，该《意见》经报送四川省检察院后，
被四川省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办公室收录进《全省检察机关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制度机制汇编》，
在全省范围内转发学习。

《意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对立
案、提请逮捕、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
侦查等各重要办案节点均规定了明确
的信息报送期限，建立起检察院与公安
机关的信息互通机制，有效保证了检察
院及时、全面掌握黑恶案件的立案情况、
侦查进度、工作动向，为提前介入引导侦
查、确保案件质量创造便利。同时，《意
见》还将金牛区检察院前期已经贯彻实
践的“双提前介入”工作机制纳入其中，
对介入时间、介入内容、所要达到的取证
效果都做了明确要求。此外，《意见》还
确立了捕后追踪、不捕跟踪、退侦指导等
常态化协作机制，要求承办检察官在逮
捕、不捕或退侦后定期听取公安机关侦
查情况汇报，了解案件进展，并根据证据
情况指导下一步侦查取证。

金牛区检察院表示，自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他们已经采取一系列
措施保证该项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记者 晨迪

21日，全市科技工作者的盛会，以“聚智聚力 助推发
展”为主题的 2018 年（第 19 届）成都市科学技术年会开
幕。本届年会历时2个月，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新经济
与网络安全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等10个分会场，“国家中
心城市成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学术论坛”等29场重点学
术、技术交流，“工业4.0及机器人应用”等47场科普活动。

21 日，在科学技术年会开幕式上，2017、2018 年度
的40个院士（专家）创新工作站授牌成立，成都美富特膜
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成都市农林科
学院等成为建站单位。据悉，通过院士（专家）工作站，来
自省内外高校院所的院士专家可以不脱离原工作岗位，
参与企业的技术攻关和项目研发，解决企业紧缺高层次
专家的问题。 本报记者 宋妍妍

本报讯 （记者 王李科） 作为四川、香港合作落地成
果之一，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项目于 9 月 21 日正式启
动。据了解，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项目是由天投集团
下属天投健康产业投资公司与香港新风天域集团旗下成
都顾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高端康养医学项
目，预计总投6亿元进行建设。

“该项目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大道和成自泸高速交汇
处，占地面积28.8亩，预计总投6亿元。”据天府新区成都
党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下设老
年病医院与护理院，预计设置床位1100张。

“该项目将树立川港合作标杆，建成立足新区、辐射
西南、国内领先的高端康养医学中心。”天府新区成都党
工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解决企业紧缺高层次专家问题

我市新设
40个院士（专家）创新工作站

预计总投6亿元

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开建

针对美方将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外交部回应——

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所谓制裁

回应市民反映的成都街头盲道被违法占用的情况——

我市将开展侵占盲道专项整治

﹃
改革重在落实

﹄
容不得有半点懈怠

在辽宁大连庄河海域——

我国发现
甲午海战沉舰“经远舰”

金牛区检察院与区公安分局——

正式会签黑恶案件办理
协作机制文件

1.全国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网站：www.12389.gov.cn
（2）信箱：北京市邮政19001号邮箱
（3）电话：010—12389
2.四川省公安厅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信箱：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后街 36
号（邮编610041）

（2）电话：028-86301110
3.成都市扫黑办举报方式

（1）信箱：成都市锦城大道 366 号（邮
编610042）

（2）电话：028-61880673
（3）邮箱：cdsaohei@163.com
4.成都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1）信箱：成都市青羊区文武路 153
号（邮编610031）

（2）电话：028-86408000
5.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举

报方式
（1）信箱：cdfy_yz@chinacourt.org
（2）电话：028—12368

涉黑涉恶问题
欢迎你来举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近日进驻
四川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根据
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
原则上为 1 个月。督导进驻期间（2018 年 8 月
28 日—9 月 28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8—
87306801、028—87306802、028—87306803、028—
87306804、028—87306805，专门邮政信箱：成都
市 A110 号邮政信箱（邮寄方式：到当地邮政营
业网点办理相关邮件寄递）。督导组受理举报
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
央第10督导组主要受理四川省涉黑涉恶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
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8 首届“成都·锦江文化艺术节—
Fun City 奇艺之城”将于中秋、国庆期间
举行，为营造节日氛围，经批准，现将“锦
城绿道·埃菲尔铁塔”烟花燃放事宜公告
如下：

一 、燃 放 时 间 ：2018 年 9 月 22 日
— 25 日 ；10 月 1 日 — 10 月 6 日 每 日
20:30-20:50

二、燃放地点：锦江区潘家沟片区（锦
江文化艺术节）活动主场地旁。

三、注意事项：烟花燃放期间交通疏解

压力较大，为确保烟花燃放活动顺利举行
及现场群众安全，请广大市民给予以下支
持与配合。

（一）请不要近距离观看烟花燃放，要
服从现场安保人员指挥。

（二）请不要靠近警戒区，严禁跨越设
置的警戒线、安全护栏和隔离带，不得携带
任何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和其他危险
品前往观看。

（三）如发生意外情况，不要惊慌拥
挤，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疏

散。有特殊情况需要帮助时，请与就近
工作人员联系。现场设有临时急救点、
治安点。

（四）为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焰火
晚会结束后 2 小时内，不准进入烟花燃
放区域。

（五）请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要乱
扔废弃物品。请爱护绿化，不要攀折树
木花草。

西部印象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

关于2018年成都·锦江文化艺术节烟花燃放活动的通告

其他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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