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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韩淑予)10月26日至27日，外国驻蓉驻
渝领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达州、
梁平、万州行”活动走进达州。来自韩
国、柬埔寨、瑞士、德国、新加坡等16个
国家驻蓉驻渝总领事、领事馆官员及领
馆代表，实地感受达州改革开放新活
力、对外交流新态势、经济发展新成
就。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刘敏，重
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唐文，

达州市副市长王蔚荩参加活动。
领团一行先后前往达州规划馆，

达州高新区玄纤产业馆、四川兆纪光
电，宣汉普光气田，大竹川渝合作（达
州·大竹）示范园区等地，了解达州历
史文化、城市建设、重点产业、发展规
划等情况。

参会总领事及领馆官员在座谈
交流会上纷纷表示，达州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达州行活

动，更是让他们了解了一个山清水
秀、开放和谐、充满活力的达州。将
以此活动为新起点，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积极推动派遣国参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关注达州、宣传达州、
支持达州，不断发掘合作潜力，增强
与达州在经贸文化、科技旅游、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友好交流，为双方互利
共赢多做工作，推动达州高层互访、
国际友城建设取得新成效。

16国驻蓉驻渝领馆官员实地感受达州活力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韩淑予 通讯员 罗双林）近日，市政
协副主席张洪波带领市政协第七督导
组，先后对达川区、达州高新区村级建
制调整优化工作进行专项督导。

张洪波一行先后前往达川区百
节镇、赵家镇和达州高新区长田社
区、三品山社区、斌郎乡等涉改乡镇

（社区），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召
开座谈会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掌握

村级建制调整优化改革工作进展情
况，并对下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张洪波强调，要把村级建制调整
优化工作放在系统性再造城乡发展新
格局、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助推乡村
振兴的高度来推进。要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谋划，顺应人口转移和产业聚集
发展趋势，合理确定村民小组地理空
间；要把握重点难点稳妥推进，充分征
求民意，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成

果为基础分类妥善处置债权债务，确
保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损；要选优配强
村民小组组长，鼓励村级建制调整改
革中正常离任的村干部依法担任所在
村民小组的小组长，鼓励退役军人、致
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等依法参
选小组长，注重将表现优秀的村民小
组长纳入村级后备力量培养；要高质
量做好“后半篇”文章，积极推进村级
建制调整优化措施落到实处。

市政协专项督导村级建制调整优化工作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健）“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协会 2020
年会员代表大会”于 10 月 24 日至 25
日在贵州贵阳市举行，全国 100 多家
省、市级报刊近200名代表参会。

与会代表以“聚力攻坚克难，融合

转型发展”为主题，研讨报纸发行融合
转型、创新发展的新课题。大会对行
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达州日报社发行中心再次荣获“全国
报纸自办发行先进集体”称号；罗茜同
志被评为“先进个人”。

一直以来，达州日报社发行中心
始终坚持“订报上门、送报到家”的服
务宗旨，发行员工顶烈日、冒雨雪，每
天及时将《达州日报》《达州晚报》送到
千家万户，他们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
大订户的一致好评。

达州日报社再次荣获“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唐益文 赵波
陈东）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10 月 26 日下
午，蒲城供电公司部门人员走访并慰
问了刘贞固、邱云喜和向以安三位抗
美援朝老战士，并代表组织向他们颁

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纪念章。

在老战士家中，慰问组与三位老
战士亲切交谈，并表示，三位老战士都
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回国后转业到电
力行业继续发光发热，是蒲城供电公

司的光荣，更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几位老战士向慰问人员讲述了在抗

美援朝的战斗往事，回忆了当年的峥嵘
岁月，并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关心
关怀，感谢公司的关心慰问，将发挥余
热，为建设幸福达州作出自己的贡献。

蒲城供电公司看望慰问抗美援朝老战士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首江 通讯员 唐华）自开展整治“群
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活动以来，渠县卫
生健康局将整改责任落实到人，全面动员、
全员参与，牢牢把握“快、准、强”，把整治“群
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落到实处。

诉求整改“快”。对群众提出的涉及
卫健系统的“最不满意的10件事”的有
关诉求，能及时解决的，立即解决；因为
政策原因不能及时解决的，对群众进行
政策宣传，打消群众心中的疑虑和困惑。

整改措施“准”。将收到的群众诉

求 754 条，精准分为 7 大类。根据分
类的不同，准确制定相关整改措施，建
立诉求核查机制。

整改力度“强”。对群众诉求，规
定整改时限，建立相关台账，进行销号
处理，整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渠县卫健局把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落到实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
关规定，现对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意见稿）进行第二次公示，欢迎公
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fQsvlT5JFIIYB2YdD⁃

aTz5Q，提取码：bhzv。（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可到万源市土地沟灰石厂办公室进行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fQsvlT5JFIIYB2YdD⁃

aTz5Q，提取码：bhzv。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项目相关的党政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周围的居民。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意见表》填写，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
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
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万源市土地沟灰石厂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13350285980
六、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四川清元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广元市利州区翠屏路43号
联系人：彭工 联系电话：0839－3301066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万源市土地沟灰石厂
2020年10月27日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有关规定，现对万源市鸿阳灰岩矿（30万吨/年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
二次公示，其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TOZwjR9UvO2Kkkq

W2mHpg，提取码：qi5w。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到万源市鸿阳

矿业有限公司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到项目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

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

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供常住地址。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万源市鸿阳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人电话：15388381717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四川清元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证书编

号：国环评证乙字第3230号）
联系人：彭工
联系电话：0839－3301066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万源市鸿阳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万源市鸿阳灰岩矿（30万吨/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经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研究决定，拟注销“达州市通川区磐
石镇李家渡村宗琼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11702MA63X1N50A。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我专业合作社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清算组负责人：李宗琼，清算组成员：李宗琼、陈开喜、周星
芳。专业合作社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李家渡村6
组。

联系人：李宗琼 电话：18680680011
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李家渡村宗琼养殖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20年10月29日

清算公告
因万源市铁矿至黑宝山快速公路建设项目房屋

拆除工作的需要，依规需选定被拆除房屋赔付价格评
估机构。请具有资质、资格的评估机构持相关有效证
件报名。

一、报名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7 个工
作日止。

二、报名登记机构：万源市黑宝山景区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邓斌 联系电话：13548281238

万源市黑宝山景区建设指挥部
2020年10月29日

公告
尊敬的莲湖广场各位业主：

莲湖广场项目已于2020年9月26日取得了《不动产权
证书》大证，并向达州市房产管理局及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
了办理权属登记。我公司于2020年9月26日开始协助业
主办理不动产分户证，具体分户办理时间另行通知。

为了保障您如期取得不动产证分户证书，请您与您的
配偶于通知见报之日起15日内持有效证件（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及购房合同
原件、购房收据（凭购房收据换取不动产增值税发票后向税
务局申请缴纳契税等相关税费）、税收完税证明等，亲自前
来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如无法亲自前来办理，请您公证委

托他人办理并提供相关证件及资料。
若你在上述时间内未能及时提交上述资料及履行相关

义务，则需你后期自行单独办理，如因您的原因造成不动产
权分户证书不能如期办理，相关责任将由责任人自行承担。

咨询电话：0818-2288666
办理地点：莲湖广场销售中心（莲湖广场小区南大门

口）
办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00-17:30）
特此通知

达州市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莲湖广场不动产权证书办理通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但法律法规或出让文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采矿权拍卖出让政府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拍
卖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不低于政府
底价）。

四、本次采矿权拍卖出让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
须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dzggzy.
cn）查阅网上操作指南，完成用户注册、网上报名等。

已完成用户注册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17:00之前经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www.
dzggzy.cn）通过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月25日17:00。

已提交申请的竞买申请人须在资格审查当日（2020年
11月26日）8:30之前将竞买申请文件原件现场提交至达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4B-25室，未按时提交原件的
视为自行放弃竞买资格。

通过竞买资格审查的竞买申请人须在 2020 年 11 月
26日10:00前自行通过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
//www.dzggzy.cn）打印竞买资格确认书并带到拍卖现场

(打印时间可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五、本次采矿权拍卖会定于2020年11月26日10:00

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厅举行（拍卖会时间可
能因资格审查而延迟）。

六、风险提示：竞得人应当承担下列可能存在的风险
（1）标的瑕疵的影响。申请人提交申请并参加竞买，即

视对出让的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
担全部的风险责任。

（2）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划调整的影响。
（3）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

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的限制。
（4）与出让采矿权有关的其他因素及条件，如林权、道路、

土地占用、环境保护、社群关系等，由竞得人自行承担风险。
（5）不可抗力的影响。
七、对交易采矿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1.本次公开拍卖出让采矿权采取现状出让，竞买人在

决定竞买前应认真了解矿区及其周边的基本情况，仔细阅
读出让采矿权相关资料，应对出让矿区资源储量及矿区范
围所涉及的土地、山权、林权、地表附着物、道路、废土废渣
占地堆放、社群关系等影响矿产资源开采作业的外部条件

进行充分的了解，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旦竞得并成为采
矿权人，视为对本方案出让的采矿权无异议，不得以资源
储量、开采条件等为由向出让人提出退款、索赔、延长开采
期限等要求。

2.竞买人竞得采矿权后，需自行解决采矿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和纠纷，对出让矿区范围所涉及的土地、山权、
林权、构（附）着物、道路、废土废渣占地堆放、社群关系等
由竞得者自行协调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3.竞买人可自行组织现场踏勘，费用由竞买人自行承
担。

八、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1.本次拍卖出让实行全程电子化拍卖交易，具体操作

见《竞买人操作指南》。
2.竞得人需自行解决除出让采矿权以外等方面的问

题，并承担费用。
3.竞得人应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向

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林业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所需
资料及相关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4.凡参与竞买的申请人须对本公告、出让文件、采矿权
详情全面了解、完全接受、不持异议，须有一次或一次以上

的报价,报价规则详见拍卖出让文件。本次拍卖出让不接受
邮寄竞买申请。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
可在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 http://www.dzggzy.cn
下载），并以拍卖出让文件中各相关职能部门或行政主管
部门出具的文件为准。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期、中止、终
止等变更情况，为保障各竞买人顺利参加本次拍卖活动，
敬请各竞买人在交易开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

九、联系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通川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达州市通川区张家坝社区青杠垭路38号
联系电话：0818-2391018
拍卖人：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马踏洞新区龙马大道与鱼泉

路交叉口处新政务服务大楼
联系电话:0818-3330177（组织科）0818-3131833（信

息科）
达州市通川区自然资源局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达州市通川区自然资源局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通川区蒲家镇苦竹村砂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公告
DSKD （P）〔2020〕2号

经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通川区自然资源局（出让人）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通川区蒲家镇苦竹村砂岩矿采矿权。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出让人委托对以上采矿权组织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

号

1

项目名称

通川区蒲家镇苦竹村砂岩矿采矿权

矿种

砂岩矿

地理位置

通川区蒲家镇苦竹村4组

拐点范围坐标

详见《出让须知》

面积

(km2）

0.0377

资源储量

120万吨

开采标高（米）

+590～+535

资源开发

利用情况

/

出让年限

8年

勘查投入

/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

土地复垦要求

露天开采

拍卖起价（万元）

158

增价幅度

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

问：未经登记、备案，以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名
义开展活动的，应受何种处罚？

答：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

问：国境内单位和个人明知境外非政
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临时活动未备

案，与其合作的，或者接受其委托、资助，
代理或者变相代理其开展活动、进行项目
活动资金收付的，应当受到何种处罚？

答：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

问：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打着公益、慈
善的幌子、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损害我

国家利益的违法活动，应当如何处罚？
答：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有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
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处罚，对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境外人员违
反《管理法》规定的，有关机关可以依法
限期出境、遣送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知识问答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璐）10月27日，我市召开《达州市特种
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宣传贯彻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以案讲法，从维护人
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重点讲解
了《达州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明确了指挥部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信
息报告、应急处置、部门应急联动、后
期处置、应急保障、奖励与责任追究等
规定和要求。

会议强调，应急管理是做好特种
设备安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效防

范特种设备事故发生、有效降低特种设
备事故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重要手
段。希望参训人员学有所获、学以致
用，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重视特种设备
应急管理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

我市召开《达州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宣传贯彻培训会

（紧接第一版）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不动摇，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面对国内外各领域
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党员干部必须时
刻保持头脑清醒，见微而能知著，在各种斗

争考验面前不犯糊涂、不乱阵脚，敢于出
击、善战能胜，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回顾近百年奋斗的壮阔历程，展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

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在“十三五”
规划即将收官、又一个五年即将启程
的新起点，我们要一如既往发扬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岸 通讯员 袁思安）近日，市林业
局组织开展了 2020 年林业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对最新《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进行了详细解读，对竹产

业发展现状及其产业优势、竹产业基地培
育技术、林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等进行了培
训。

市林业局开展2020年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