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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征集问题线索

倡导文明用餐、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文明新风吹上达州餐桌 每日 短讯

四川省公示拟列第一批非遗体验基地名单

我市土家族薅草锣鼓体验基地等10处入选

宣汉县
鼓励贫困户发展高粱产业

本报讯 近年来，宣汉县将
发展高粱种植作为产业扶贫、产
业脱贫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投入、宣传培训、示范带
动等方式，鼓励贫困户积极发展
高粱产业，实现脱贫攻坚由“输
血”向“造血”转变，借势特色产
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了解，高粱具有种植周期

短、平稳发展、见效快的特点。
2018 年，宣汉县与五粮液战略
商南溪粮油公司签订了 5000
亩的高粱订单合同，在芭蕉、桃
花、普光、花池、大成等 25 个乡
镇实际落实面积6000亩，种植
农户达4000多户，其中80%是
贫困户。

（王兴寨 彭涛）

万源市
加快社保“一卡通”办理进度

本报讯 近日，万源市纪
委监委召集该市人社局、财政
局、金融部门召开“一卡通”工
作督导会，针对“一卡通”办理
过程中的疑点、难点问题提出
解决办法。

据了解，为加快社会保障
卡“一卡通”的办理进度，目前
万源市纪委监委已派出 7 个追
责问责工作组，深入各乡镇对
社保卡的发放和激活情况进行
拉网式大排查，对走过场、敷衍

了事、虚报谎报的将严肃追责
问责，确保所有社保卡在规定
时间内发放到位、激活到位，让
社保卡真正成为群众的“明白
卡”“幸福卡”。

“‘一卡通’办理没有节假
日，各部门要齐心协力，整体联
动，完成发放卡、激活卡各项工
作，对履职不到位、未按时按质
完成工作任务的将严肃追责问
责。”万源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记者 刘姣）

开江县
织牢织密社保基金“防控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江
县采取多项措施，围绕完善制
度机制、强化制度落实、履行监
督职责等方面，全面建立社保
基金安全责任制、风险预警机
制、责任追究等制度机制，扎紧
制度“笼子”，织牢织密社保基
金专项防控网络，切实维护基
金安全与公共利益，确保各项
社保基金安全运行。

开江县积极开展基金稽核
和追缴工作，对35家企业839名
参保人员进行稽核，发现4家参
保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共计补交社会保险费 3 万余
元。今年以来，追缴职工养老保
险重复领取待遇 1 人，追回 7.9
万余元；追缴疑似死亡领取待遇
1 人，追回 5645 元。 (宋廷路
康合兴 本报记者 刘岸)

本报讯 今年以来，达州
市税务局多措并举，全力推进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释放政策红利，不断提高纳税
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市税务局成立减税降费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统领减税降
费工作，下设减税降费办公室，
负责减税降费日常工作。同时
强化“一把手”在减税降费中的
主体责任，重点工作要亲自部
署，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重要
环节要亲自协调，全力以赴确
保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横通+纵合，工作合力强。
协调推进减税降费工作，确保
各项工作有人负责，各类事项
有人落实；加强纵向沟通，建立
联络员制度，完善“三报制度”、
问题反馈工作机制，确保上传
下达沟通顺畅，提升减税降费
工作质效。

全面+特色，宣传全覆盖。
推出“全面+特色”减税降费政
策宣传模式，在办税服务大厅、

微信群、纸质单页等传统媒介
宣传的基础上创新开展“美团+
减税降费”“邮政+减税降费”

“漂流+减税降费”“影城+减税
降费”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
多角度、立体化宣传减税降费
政策，做到报纸有版面、电视有
画面、网站有页面。

收集+反馈，获得感满满。
扎实开展“四三制”包联工作、
纳税人“大走访”和满意度调查
等活动，采集纳税人对主管税
务机关的评价数据，征集纳税
人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由专
人汇总后按工作权限推送给责
任部门及时对接办理，以“面对
面”“点对点”方式进行解答。

（余国材 本报记者 魏华）

市税务局
减税降费工作显实效

税务·播报

协办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税务局

落 实 减 税 降 费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7月9日中午，西外罗浮广场人流如
织。“我和朋友下馆子以前总是喜欢点很
多菜，但到最后都吃不完，年轻人要面子
又不好意思打包，还是觉得特别浪费。”正
在某餐饮店门口排队的小莉告诉记者，她
是一名典型的“吃货”，以前总是抱着“啥
都来一份”的想法点了很多菜。“现在越来
越多餐饮店的服务员都会在点菜时为顾
客提出建议，而且店内随处可见‘节约食
物、浪费可耻’之类的宣传标语。”小莉笑
着说道。

“以前觉得打包挺不好意思的，现在
外出吃饭，不少人都十分自然地把剩菜打
包带走，服务员也会主动提醒可以打包。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餐厅服务员，变化都很
明显。”一旁的小刘表示，勤俭节约、理性
消费、文明就餐应从自身做起，让这股文
明之风吹上每个人的餐桌。

随着达州“四城同创”的不断推进，我
市大力倡导文明用餐理念。2018 年，我
市以“文明用餐、节俭惜福”为主题，在报
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开设《文明用餐、节
俭惜福》《文明餐桌大家谈》《文明餐桌你

我行》等专栏，宣传用餐文明，使餐桌主宾
双方都放下“面子”，达成节俭惜福共识。

同时，以酒店、餐馆、食堂为重点，通
过开展文明餐桌行动示范店、文明餐桌行
动示范食堂等创建活动，发动广大餐饮企
业、市民积极参与，从文明餐桌的细节入
手，切实做到节俭用餐、安全用餐、卫生用
餐。总结经验，将文明餐桌的理念在全市
宾馆酒店、餐饮企业和机关、企事业单位
食堂普遍推广，把文明用餐融入市民的日
常生活，落实到对餐饮节俭安全和卫生健
康的追求上，把俭以养德、俭以养性、俭以
养身的理念变成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为
达州市创建全省全国文明城市奠定良好
基础。接下来，市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将负
责文明餐桌行动的监督，定期不定期进行
明察暗访，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文明用餐、杜
绝浪费等理念越来越成为酒店、餐饮企业
和消费者的共识。“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粒粒皆辛苦，请加入文明餐
桌”“不剩菜、不劝酒、不吸烟”等温馨提示
语以标语、提示牌、墙体画等形式在达城

不少酒店、餐饮企业的醒目位置展示出
来，随处可见。据达州凤凰大酒店餐饮部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酒店积极利用酒
店LED广告屏、宣传牌等对文明用餐、厉
行节约理念进行宣传，引导消费者及酒店
员工树立参与意识，为活动的持续开展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这些
文明标语不仅对市民就餐习惯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也为达州加快推进“四城同
创”营造了浓厚氛围。

“文明餐桌行动”是一件互利双赢的
事情，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和倡导，它让
达州酒店形象更亲民，也让消费者吃得更
健康、更理性。文明节俭用餐，已在达州
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张海涵

“吃多少点多少，不剩
菜不剩饭；吃不了请打包，
请勿酒后驾车。”记者近日
走访达城数家酒店、餐馆发
现，类似的文明提示语醒目
可见。众多餐馆服务员会
提醒顾客理性消费、适度点
餐，餐馆会免费提供食品袋
等“打包”服务，倡导文明用
餐、光盘行动、拒绝浪费。
随着我市大力推进“四城同
创”工作，一股文明新风吹
上了人们的餐桌。

渠县普升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经投资人研究决定终止企业

经营，现拟向渠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渠县民政局申请注销

登 记 ，办 学 许 可 证 ：人 社 民

2215085000006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511725575295014L，

清算组负责人田龙普，清算组由田

龙普、张桥、李国华组成。请债权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学校清

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联系电话：13882850471。

特此公告

渠县普升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19年7月9日

注销公告

达州市达川区众信之家汽车维修服务部：
因你维修部汽车维修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就擅自开工建设、未设置废气处理装置、未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未分类贮存危废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已于2018年12
月 20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达川环罚〔2018〕20
号），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壹拾叁万捌仟柒佰陆拾元（小写：
138760.00元）的行政处罚。你至今未履行本机关作出的处罚
决定，因用法定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督促履行义务催告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第五十
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文
号：达川环催字〔2019〕3号），催告内容：

请你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达川环罚〔2018〕20
号）中确定的下列义务；

1、缴纳罚款：壹拾叁万捌仟柒佰陆拾元（小写：138760.00
元）；

2、缴纳加处罚款：每日按罚款数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从
2019年1月9日起计至你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加处的罚款数
额不超过138760.00元。

履行义务的方式：到四川省达州市工行达川支行缴纳罚
款，备注写明系达州市达川生态环境局罚没款（收款单位：达
州市达川区财政局,账号：2317577109026406303）。

若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七
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督促履行义务
催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仍未履行
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达州市达川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7月10日

达州市达川生态环境局
关于公告送达《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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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工 队 进 村
时，他们主动帮忙解
决住宿生活问题，直
接将村委会办公室
让给施工队。”“施工
队在工程建设中遇
到什么困难，第一时
间帮忙协调解决。”
笔者刚到国网达州
供电公司援建凉山
片区“三区两州”会
东县配电网工程施
工项目部时，就听到
施工人员称赞当地
村民对援建施工队
伍的支持。

7 月 3 日，当笔
者来到位于金沙江
畔鲁吉镇大箐村海
拨3000多米的大老
包山上，见到当地一
位彝族女支书阿朵
莫紫悠正在协调村
民尽快搬离村道上
的沙子。她说，大箐
村的农网施工队马
上要开始转运电杆
了，把这些东西早点
清理掉，以免妨碍后
面电杆运输。阿朵
莫紫悠在彝语中是
美丽优秀的意思。

大老包山上的
大箐村共有 3 个组，

居住着90多户彝族同胞，村民大多以种
植烤烟为主，全村种植烤烟380多亩，共
有10个烤烟房。每到烟叶烤制时节，村
民们对电力需求极高，如果电能质量不
好，对烟叶的质量将有很大影响。改造
村里的供电网络，让村民用好电、走上
致富之路一直是当地村民的梦想。

6月12日，凉山片区“三区两州”会
东县配电工程大箐村农网改造工程正
式启动，全村将新增5个配变台区，新增
变电容量达300千伏安；新建高压线路
3.71千米，低压线路7.09千米。当女支
书阿朵莫紫悠及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
后十分激动，大家忙前忙后为达州来的
施工队解决实际困难。施工队住宿没
有找到地方，村委会便让出3间办公室，
施工队饮水遇到难题，阿朵莫紫悠第一
时间去协调解决。为避免施工受阻，她
又组织村民召开坝坝会，宣传农网改造
是国家电网公司造福贫困地区的一件
大好事，要求村民全力配合支持。

“有了女支书阿朵莫紫悠和村民们
的支持，我们的工程一直很顺利，进度
一直很快。”大箐村农网施工队队长张
龙兴奋地说，希望早日为村民输上电，
为当地经济发展出力。 □王鸿基

本报讯 为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创新，近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示了拟列入第一
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基
地的名单。全省共拟确定152个第一批
省非遗体验基地，其中我市有龙泉川东
土家族薅草锣鼓体验基地、宣汉土家余
门拳体验基地、安仁板凳龙体验基地、
开江拗棒体验基地、万源钱棍体验基地
等10处拟入选。

今年 10 月将迎来文旅融合以来

的第一个非遗节，为推进本届非遗节
“非遗之旅”创新理念落地实施，在非
遗相关单位积极申报、各市(州)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审核推荐、广泛征求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省文化和旅游厅拟
确定命名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体验基地。

我市建城史 1900 余年，人类活动
的历史至少能推进至4000年以前。这
片历史底蕴深厚、文化传承悠久的土地
上，孕育出了刚劲有力的土家余门拳、

心灵手巧的刘氏竹编、软糯甘美的东柳
醪糟等非遗文化。此次公示的拟列名
单我市有 10 处：龙泉川东土家族薅草
锣鼓体验基地、渠县刘氏竹编技艺体验
基地、宣汉土家余门拳体验基地、大竹
东柳醪糟酿造体验基地、安仁板凳龙体
验基地、开江水族闹春体验基地、开江
薅秧歌体验基地、开江拗棒体验基地、
巴渠童谣体验基地、万源钱棍体验基
地。

（本报记者 杨蕙菱）

艳赛牡丹气超梅，朝阳玉葵景最美。
盛夏时节，正值向日葵盛开。在

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景区里，近5万
株观赏向日葵竞相绽放、花香四溢，
到处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只见游客穿梭
于花间，跳舞、嬉戏、拍照……把最

美、最快乐的瞬间定格在浴葵园。
据了解，巴山大峡谷浴葵园，位

于宣汉县漆树土家族乡朝阳村，占
地25亩，栽种向日葵5万余株，内有
木、石游步道 1.3 公里，休闲凉亭 1
个，荷塘 1 口，周边陪衬种植脆李
200株、木瓜500株，厚朴11亩。

漫步于巴山大峡谷浴葵园，只
见成片成片金黄的向日葵如同一个
个惊艳登场的“黄仙女”，高扬着娇
滴滴的面庞，迎着骄阳，绽放着一张
张灿烂的笑脸，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文/图 张平 申浩伯
孙忠华 王利 向海涛

“黄仙女”惊艳登场
盛夏时节 巴山大峡谷向日葵盛开

通川区医保局
着力解决医保领域突出问题

本报讯 今年以来，通川
区医疗保障局聚焦医保领域突
出问题，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
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扎实的成
效，着力解决医疗保障领域群
众最不满意的事，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聚焦“医改政策宣传覆盖
面小”的问题，集结队伍人员，
大规模拉网式深入乡镇(街道)、
社区发放宣传单2万余份、宣传
手册5000余份，现场解答医保
问题 487 个。同时，在定点医
院、服务大厅业务办理窗口等
醒目位置统一摆放“两定”服
务、异地就医备案、参保续保、
待遇申领、社保卡知识问答等
宣传资料，增设医保报销咨询
前台服务，方便群众了解医保
政策、知晓办事流程。

本着“最多跑一次”的原
则，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实行

“一站式”服务。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统一对外公布医保政策、
办理资料、经办流程、办结时
限，并接受监督。对一年内因
相同病情转诊转院到同一医院
治疗，已办理转诊转院备案手
续的，无需再提供转诊转院手
续。

积极探索适当扩大申办职
工门诊特殊疾病及城乡居民慢
性疾病和重症疾病的用药范
围，有效解决参保人员用药需
求。取消申办Ⅰ类门诊特殊疾
病病种数量限制，可同时申办
多个Ⅰ类门诊特殊疾病。采取
智能审核和公共服务网上办理
业务系统建设，优化报销程序，
即时办结。 （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