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通川区一小
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同志
前往贵州遵义，开展以“不
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
建新功”主题党建活动。

（李妍娇 杨育德
胡程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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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广播电视大学
——6月27日下午，达州广
播电视大学庆祝建党 98 周
年表扬大会暨“不忘教育初
心·讲述教育故事”演讲比
赛举行，各支部参赛选手或
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
深情款款，通过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教育工
作者的初心。 （谭松馥）

大竹县职业中学——6
月 30 日上午，大竹县职业
中学退休党支部书记邱忠
诚带领退休党员拜望离休
老红军卢炳发同志。纷纷
表示，要学习卢老居功不傲
的作风，学习他服务群众的
精神，学习他乐观健康的心
态。 （周健）

通川区实验小学——
七一前夕，通川区实验小学
组织全体党员到通江县空
山战役纪念馆和川陕革命
根据地烈士陵园，在校长胡
逐云同志带领下，重温入党
誓词，仔细聆听讲解，认真
观看文物。活动中，还表扬
了一批优秀党员。 （刘秋）

通川区北外中心校——
7 月 1 日，通川区北外镇中
心校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前往南充仪陇县朱德
故居，重温入党誓词，参观
了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的珍
贵遗物、图文资料、伟人遗
迹，并为范云贵等四位党员
过了政治生日。

（徐小玲）
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

学校——7 月 2 日，通川区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重庆歌
乐山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
烈，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大
家表示，要学习革命烈士勇
往直前的精神，更好地开展
教育工作。 （杜小平）

通川区十三小——七
一前夕，通川区十三小党支
部组织党员同志前往贵州
省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纪
念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

烈，感受他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活动中，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黎秋梅等六名优秀党员
颁发了荣誉证书。 （刘益宏 曹传勇）

通川区蒲家中心校——7 月 1 日,通川区蒲
家中心校全体党员前往重庆市开州区刘伯承元
帅故居，参观元帅故居和纪念馆，了解刘伯承元
帅的生平事迹。随后，大家在刘伯承元帅塑像前
重温入党誓词，并为优秀党员颁发了奖证。

（郭洪 张健）
通川区一小江湾城学校——7 月 1 日，通川

区一小江湾城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宣汉县
王维舟纪念馆，开展“红色热土，重拾初心，梦绽
江湾”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在现场，支部书记冉
东号召全体党员不忘教育初心，继续砥砺前行。

（杨天刚）
通川区磐石镇第二中心校——6月30日，通

川区磐石镇第二中心校全体党员前往南充市仪
陇县朱德故居，在朱德汉白玉雕像前重温入党誓
词。随后，大家参观了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通
过珍贵的实物、丰富的图片、翔实的史料，再现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孙继鸿）

通川区江陵镇中心学校——7 月 1 日,通川
区江陵镇中心学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苍溪
县陵江镇红军渡，瞻仰“红军石刻标语碑廊”、“红
四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重温了入党誓词。支
部书记李方兵要求大家秉承先烈信念，努力做一
名合格教师。 （黄刚 王东）

达川中学——6 月 29 日至 30 日，达川中学
第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员活动日活动。29日，全
体党员先后前往华蓥山游击队纪念馆、邓小平故
居参观学习。30 日，全体党员前往朱德故居进
行了参观学习。 （丁冲）

达川区逸夫小学——6月30日，达川区逸夫

小学党支部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
的建党 98 周年庆祝活动。党支部书记李勇以

“不忘教育初心·牢记教育使命”为题，为全体党
员上党课。 （潘香君 邓春霞）

达川区河市小学——7 月 1 日，达川区河市
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
石桥镇列宁街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缅怀革命先
烈、永葆先进党性”主题教育活动。在列宁广场，
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部分优秀共产党员获
表扬。 （王小华）

达川区百节学校——7 月 1 日，达川区百节
镇中心学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前往宣汉县，开展“红色基地忆党史，不忘初心
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在王维舟纪念馆和红三
十三军纪念馆，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潘亮）
达川区申家学校——7 月 1 日，达川区申家

乡中心学校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前往张爱萍故居，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通过观看故居实物，进一步增强了全体
党员的党性。 （覃方奎）

达川区南坝小学——6月30日，达川区南坝
小学党支部一行前往重庆歌乐山，开展“学习红
岩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一张张
发黄的照片、一件件感人的事迹，再现了老一辈

革命家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让大家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党性教育。 （王云）

渠县临巴中学——7 月 1 日下午，渠县临巴
中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暨表扬大会拉
开序幕，校长李长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庆祝
建党98周年为动力，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党员珍惜荣誉，再立新功。

（王帅）
渠县渠江三小——7 月 1 日，渠县渠江镇第

三小学召开庆七一座谈会，重温了入党誓词，表
扬了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随后，校长郑
小均为全体党员上党课，要求大家要不断强化自
己的理想信念，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纪律约束。

(王进 周润六)
宣汉东乡镇百节溪小学——7 月 1 日上午，

宣汉县东乡镇百节溪小学开展了主题为“不忘教
育初心·讲述教育故事”党员风采演讲比赛。参
赛选手以充实的内容、真挚的感情、生动形象的
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教育故事。 （王进军）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七一前夕，宣汉县胡
家镇小学支部开展了慰问老党员活动。学校支
部领导带着党组织的浓浓情意，先后走进老党员
冯多寿、任登耀家，亲切地和他们拉家常，详细了
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送上慰问金。

（周智育） 6 月 29 日，记者走进万源市第三中
学，只见该校高2019 届2 班班主任向阳
正在指导高三学子陈邦飞、兰钰立、曾文
杰、张涛、蔡正佳、孙小丽等同学填报高
考志愿。

作为一所山区农村中学，向阳告诉
记者，2019年高考，万源市第三中学校续
写了高进优出、低进高出新辉煌。三年
前，省属重点中学高中拔尖录取1500名
学生后，万源市第三中学才开始录取高
一新生。然而学校一班人励精图治，坚持

“差中培优、低进高出”理念，通过老师
“苦教”、学生“苦学”，今年高考取得优异
成绩：在中考A等级以上学生仅有98人

（其中A+等级11人）的情况下，今年高考
仍有 178 人上了本科，其中 39 人上了一
本。

记者注意到，应届学生陈某中考成
绩为A+2等级，今年高考考了650分；张
某中考成绩为 B4 等级，今年高考考了
500分；曾某中考成绩为C1等级，今年高
考考了473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
很多家长和学生感动的是，即便是初中
毕业 B、C 等级的学生，经过在万源市第
三中学三年的刻苦学习，一样能考上好
大学。

莘莘学子求学的好地方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地处万源市城北，
与襄渝铁路、汉渝公路毗邻，交通十分方
便。学校校园环境优美，是莘莘学子读书
求学的好地方。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设施设备一流。
学校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质量为中
心，以发展为主题，以制度为基础，以校
园文化为载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办
学理念，分层次多元化培养学生，切实增
强学生综合素质。组建的“万源市第三中
学书法协会”、“万源市第三中学银河文
学社”等社团，在万源市乃至达州市都小
有名气。记者到该校采访时，万源市电视
台正录制该校的社团活动节目，该节目
将于今年教师节前后在万源市电视台播
出。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爱国主
义读书教育活动组织优秀奖”、“四川省
首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先进集体”、“四川
省五四红旗团委”、“四川省绿色学校”、

“四川省模范教职工之家”、“达州市校风
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

敬业精业成就成才梦想

分管高三工作的副校长严磊告诉记
者，万源第三中学校之所以能续写高进
优出、低进高出的辉煌，离不开学校管理
严谨、校风纯正、教师敬业精业。近年来，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攀
升，自 2011 年以来，万源市文科第一名
大部分在万源市第三中学校，如2018年
万源市文科第一名蒋美儿，现就读于西
南政法大学；2016年万源市文科第一名

陈仕勇，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优秀学
子到万源第三中学读书将变得更加优
秀。

学校办公室主任向守志告诉记者，
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高三老师的辛苦
付出。首先是时间上保证，每天早上6点
过,老师们就早早到校，晚上11点左右才
休息。其次是分层次有针对性培优。如高
考考了570分的兰钰立同学，高一测试数
学成绩处于及格边缘，经过数学老师个
别辅导，高考时数学考了118分。高考考
了 650 分的陈邦飞同学，刚上高中时数
学成绩也不是很理想，经过数学老师个
别辅导，高考时数学考了134分。“每次月
考后，我们都要把单科成绩需要提升的
学生名单拉出来，分派给任课教师，实施

‘一帮一、一帮几’培优计划。”严磊补充
道。

向阳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非常重视
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教育学生做一个
有知识的人、会思考的人、能创新的人。
邀请励志专家到校作演讲报告的同时，
要求班主任密切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
展，不停地为他们加油鼓劲，替他们分忧
解难。他说：“每次月考后，学生都要公开
承诺下次力争考多少分。达到了承诺，老
师会给他们一些小奖励；没达到承诺，老
师也不会批评他们，而是和他们一起查
找原因，力争下次考出好成绩。”

联合办学助推教育发展

在学校招生处，记者看见不少初一、
高一的同学正踊跃报名就读该校成都石
室中学网络教学班。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马中元告诉记
者，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学校积极引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助推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教育发展。四川省成
都石室中学（成都四中）系我省首批一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有口皆
碑。2019年，万源市第三中学与成都石室
中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在万源市第
三中学校初一到高三年级开办网络教学
班，让万源市第三中学校的学生不出万
源也能享受同等优质教育。

据介绍，该校成都石室中学网络教
学班采用两校异地同步网络教学模式，通
过网络资源共享，让万源市第三中学的学
生同步接受成都石室中学教师授课，师生
在线互动，同步检测与评价。为将网络教
学班办出特色，学校选配了最优秀的骨干
教师担任网络教学班任课老师。

“在万源市第三中学校读高中，就跟
在成都石室中学是一样的，可以享受优
质的教育资源。”即将担任高一网络教学
班班主任的向阳老师告诉记者，不仅如
此，万源市第三中学校的老师跟班辅导
也很关键，能帮助他们跟上成都石室中
学本部学生的学习步伐，他们的学习成
绩会提高得非常快。网络教学班将为万
源市第三中学校的学子插上腾飞的翅
膀。 □文/张步伐 本报记者 陈鲸印

励精图治写新篇
——探索万源市第三中学校学生“低进高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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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8日下午，通川区教育系统
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暨“七一”表
扬大会。会上，授予李大江等40名同志“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魏寒松等 10 名同志“优
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中共达州市通川区
第一小学校第一支部委员会等10个基层党组
织“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受表扬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通川区碑庙
镇中心小学校陈林、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达

州市高级中学魏寒松及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通川区一小第一支部张严分别作了发言。

大会指出，全区教育系统各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扬的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为学习标杆，以更加为民的理念、更加务
实的作风、更加清廉的形象、更加开阔的视野，
乘势而上，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共同书写通川
教育事业的辉煌篇章。

(杜丽丽 本报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教育系统表扬优秀党员庆七一

▲7月1日，通川区一小
莲湖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干
部及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刘
伯承同志故居纪念馆，开展
朗诵清风诗词活动，让大家
感受“廉”文化的魅力。

（牟国君）

指导学生填报高考志愿指导学生填报高考志愿。。

根据达州市达川区教育科技知识
产权局关于同意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
实验幼儿园终止办学的批复（达川教科
审【2018】35号），决定拟注销“达州市达
川区石桥镇实验幼儿园”。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校清偿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地址：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农贸街
联系人：刘琼英
电话：15328958678
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实验幼儿园

2019年7月6日

注销公告

经市政府同意，达州市松材线虫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在中心城区开
展飞机防治松墨天牛作业（以下简称飞
防），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飞防时间
2019 年 7 月 6 日—8 日 6：00 至

18：30。
二、飞防区域
飞防面积 5 万亩，涵盖铁山、雷音

铺、犀牛山、王家山和凤凰山山体。涉
及达川区的金檀乡、大堰乡、管村镇、江
阳乡、三里坪街道、石板镇、铁山林场、
西山林场、油茶场，达州经开区的幺塘
乡、斌郎乡，通川区的复兴镇、双龙镇、
北外镇、西外镇、磐石镇和罗江镇等13
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3个林场的部
分区域。

三、飞防药物
飞防药物为3%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和200亿/克球孢白僵菌可分散油悬浮
剂混合液，属安全、环保、无公害林药，
对人畜无害。

四、注意事项
1、看护好老人和小孩，管好自家牲

畜，禁止在施药区放牧；关好门窗，不晾
晒衣被、食物，不生食新鲜瓜果蔬菜、野
生浆果等。

2、养蜂、养蚕要采取避让或保护措
施。将林间蜂群临时撤离或关闭蜂箱
人工饲养。蚕农需提前储备桑叶，新鲜
桑叶喂食前须用0.3%有效氯漂白粉液
浸渍消毒。

3、作业及周边地区不得使用无人
机、放飞气球等影响飞行的飞行器和漂
浮物，不得向飞机抛掷石块等物品。

4、如遇大风、下雨等不适合飞防作
业时，防治日期顺延。

5、如遇特殊情况，请与市指挥部办
公室联系。

联系人：李山琦
电话：0818-2651777
特此通告

达州市松材线虫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7月5日

关于开展飞机防治松墨天牛的通告
根据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川7101执172号之二和权利人登记申请，向我机构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不动产权证书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220077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100040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090080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090076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090056号

达房权证南外字第201409090037号

达国用(2014)第7785号
达国用(2014)第7422号
达国用(2014)第7429号
达国用(2014)第7427号
达国用(2014)第7425号
达国用(2014)第7424号

权利人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况华元

不动产权类型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不动产单元号

1/10/33/-49
1/10/33/-44
1/10/33/-39
1/10/33/-40
1/10/33/-41
1/10/33/-46

不动产坐落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336、338号

华蜀农贸市场综楼2楼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达川区翠屏街道陈家巷

备注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达州市达川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7月5日

减资公告
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从1000 万元人民币减到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

特此公告
达州市众邦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