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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8日，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对市旅游局
工作评议动员大会。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新权、副市长王
全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市人大常委会对市
旅游局工作评议从即日起到
12月底止，将按动员、调研、评
议和整改四个阶段进行。评议
内容包括贯彻实施法律法规情
况；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情况；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研究处
理审议意见，办理市人大代表
议案、建议批评意见的情况；
本届（2011年7月）以来依法
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及社会普遍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情
况。

就如何开展好这次评议
工作，王新权要求，要深化
认识，“一府两院”职能部门
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习惯在人大的监督
下开展工作，适应在人大监
督中改进工作，不断提高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要
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工作评
议，通过评议的形式认真总
结经验，仔细查找问题，明
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进一步
增强公仆意识、民主意识、
法治意识、创新意识，增强
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和接受
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转变作
风，齐心协力做好新形势下
的旅游工作。要注重实效，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依
法进行评议，以客观公正的
态度开展评议，积极认真参
与评议，扎实开展好评议。
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使这
次工作评议取得良好的效
果，为促进达州旅游事业再
上新台阶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刘欢）

本报讯 9月 15至 18
日，我市开展微政务线下交流
暨“两微一端”看达州采风活
动。采风团一行带着手机和平
板电脑，边走边看，边分享交
流，通过微博、微信等形式向
网友宣传推介和展示我市的
自然风光、文化历史和民俗特
产，交流微政务建设管理的心
得体会，对加强我市微政务建
设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采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
起，达州发布微博微信、凤
凰山下手机客户端承办，新
浪四川、中国移动达州分公
司协办，来自各县 （区、
市）的官方微博微信管理人
员、网民代表和媒体代表共
26人参加活动。

9月18日下午，采风团召
开了微政务线下交流座谈会。
与会代表纷纷发言，交流微政
务建设管理的经验做法，并

对加强我市政务微博微信管
理和互动交流、建设微政务
矩阵、凝聚“微”动力、扩大

“微”影响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8月20日，我市启动“两

微一端”看达州系列活动。通
过微博微信客户端共同发力，
线上参与和网络阅读人数不
断增加，其新浪微博相关话题
已突破428万阅读量，转发讨
论达6.5万人次。其中，“畅游
达州礼相随”线上活动逾6.9
万人参与，单条微博阅读量达
65.3万。活动期间，“达州发
布”的新浪微博“粉丝”增长
6.3万人，微信公众账号新增
订阅2100个。9月14日，达州
成为新浪网“带着微博去旅
行”全球最受欢迎目的地日榜
第1名。截至9月20日，达州
排名“带着微博去旅行”全球
最受欢迎目的地总榜的第12
名。
（张安强 本报记者 闫军）

本报讯 为期4天的中
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
览会9月20日落下帷幕，会
展在科技、人才、经济、理论和
社会成效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在昨天上午举行的投资
推介暨成果发布会上，我市共
签约项目3个，总金额21.5亿
元。

副市长吴应刚代表川东
北经济区的达州、南充、巴中、
广安、广元五市在大会上发
言，向与会嘉宾推介川东北经

济区情况，欢迎各界宾朋亲临
川东北参观考察、投资兴业。

本次推介会上，我市共签
约项目3个，总金额21.5亿
元，内容包括：天津亿联集团
投资15亿元，建设宣汉家居
建材五金园项目；重庆市金易
华公司投资５亿元，建设通川
区秦巴电商谷项目；中集集团
投资公司与四川同达博尔公
司合作投资1.5亿元，建设新
型节能空调项目。
（本报记者 黄江涛 彭凡珊）

本报讯 17日，第三届中国（绵阳）科
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拉开序幕。众多国
产“高大上”尖端科技产品惊艳亮相，观众
们惊叹“中国科技实力棒！”

安县的姜女士一家四口都来观展，逛
完4个室内展馆及露天展馆，姜女士很多
感触：“这届科博会规模比上届规模更大，
展品更多，尤其是像新型节能灯、电动汽
车等新能源产品，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改

变。观展增加了很多科普知识，也感受到
了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

西南科技大学几位大一新生结伴逛
科博会，才看完2个展馆，他们就连说：“震
撼，太震撼！这么多高科技产品让我们眼
花缭乱。尤其是我们西南科大的师兄们
研发的无人机，简直酷毙了！”

新能源汽车是本届科博会的一大亮
点。特斯拉、宝马、雷克萨斯、大众、沃尔
沃等知名品牌的多种纯电动车型和混合
动力车型都在展场亮相，凭着高科技和高
颜值吸晴。唐先生在展区驻足观看了近
一个小时，用手机拍了几十张照片。唐先
生说，新能源汽车低碳、环保，开新能源汽
车就是为环境保护做贡献。但现在的新
能源汽车价格偏高，如果价格降低，他会
毫不犹豫地买上一辆。

科博会总少不了机器人的身影，今年
也不例外。深圳的一家参展商带来了一
个“美女机器人”，备受观众追捧，纷纷和
她合影留念。这个“美女机器人”身高1.55
米，穿着粉红色的裙子，脖子上还围着一
条淡黄丝巾，大眼睛一闪一闪，端着餐盘
在展区自由灵活地走来走去，样子特别可
爱漂亮。“这个机器人不光样子乖，还很能
干，她是专业的餐厅机器人。餐厅使用这

种机器人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还能
吸引更多的客人。”参展商的介绍让观众
们对“美女机器人”有了更多了解，马上就
有开餐厅的观众打探机器人的售价。

“这次观展，真是大饱眼福，不仅感受

了世界及我国的前沿科技，还从各个方面
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观展的市民纷纷表示，心情很激动，很开
心！ （本报记者 黄江涛 彭凡珊
摄影报道）

遗失启事
▲达州市通川区

卫生局 2012年 11月
28日发给达州市康复
中心门诊的PDY6009
7451170211D2291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副本遗失作废。

▲杨大琼位于达
县亭子镇锂鱼村1社
地号为 1-0-127-2的
达国用（2013）第734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遗失作废。

▲达州市达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
2月21日发给达县春
华矸砖厂的51172100
0055921号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达州市达川区
妇幼保健院开给王良、
徐芝英之子王雍琰（生
于2005年6月3日）的
F510024980号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作废。

▲张思源位于达
县南外县劳动局综合
楼的达房权证南外字
第008637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作废。

▲四川省达县赵
固乡罗家村8组村民
潘传菊的5117212242
1108000701号 新 型
农村合作医疗证遗失
作废。

▲四川文理学院
发给数学与财经学院
2013级5班姚史枰的
学生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2009

年3月25日发给张治
鸿的 0922120000400
857号制冷设备维修
工证书遗失作废。

▲达州市宣汉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
年 12月 29日发给宣
汉县未来互联科技有
限公司的 511721000
040166号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作废。

▲渠县东方医院
开给侯胜、周延林之女
侯沛涵（生于2010年
4月23日）的J510518
513号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作废。

▲四川省宣汉县
国家税务局2015年1
月6日发给宣汉县未
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的 511722326983326
号税务登记证正本遗
失作废。

▲达州天马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
1月21日开给张练购
五十铃牌 QL10302D
WS型车的02247138
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代码1510014
22001、合格证号WD
U030000529172、 车
架号 LWLTFS2D5FL
010605）遗失作废。

▲四川文理学院
发给音乐与演艺学院
2012级5班王心林的
2012070522号 学 生
证遗失作废。

▲潘传安位于达
县石板乡铜坪五社地
号为 3-5-11的 0630

30504号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遗失作废。

▲潘传安位于达
县石板乡铜坪五社地
号为 3-5-37的 0630
305037号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遗失作废。

▲潘建位于达县
石板乡铜坪五社地号
为3-5-12的063030
5012号集体土地使用
权证遗失作废。

▲严育民位于渠
县狮子村八组（原渠县
拱市乡河坝村六组）的
渠拱（96）0206004号
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遗
失作废。

▲四川文理学院
发给音乐与演艺学院
2013级1班何思倩的
201310730147号学生
证遗失作废。

▲四川文理学院
发给音乐与演艺学院
2013级 1班罗静的
201310730112号 学
生证遗失作废。

▲达州市宣汉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009
年5月11日发给宣汉
县广电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的 51172200000
5461号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作废。

▲肖光学位于渠
县汇东乡太平村三社
的0603015号集体土
地使用权证遗失作废。

▲四川路桥通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26日开
给魏代成的 0005255

号购房定金收据（金额
20000元）遗失作废。

▲四川路桥通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1年3月24日开给
魏婷的0007606号购
房按揭首付款收据（金
额98207元）遗失作废。

▲达州苏宁云商
销售有限公司2015年
9月 7日开给李芳购
HUAWEIP8ALE-U
L00（白色）双4G青春
版 手 机 的 00104044
号发票（销售单号：
D00448454、金 额 ：
4200元）遗失作废。

▲四川文理学院
发给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4级6班陈雨诗的
201410130625号 学
生证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黄昌柏所有达权

字第00060710号《房
屋所有权证》，房屋坐
落：通川区徐公祠巷
18号（原通川区胶房
巷阮家院4幢底层1号
门 市），建 筑 面 积 ：
33.25㎡，设计用途：商
业服务，产权来源：补
办，确权时间：2006年
9月 4日。因不慎遗
失，现申请登报声明该
《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声明人：黄昌柏
2015年9月17日

遗失声明
高春嫚所有达权

字第00074191号《房
屋所有权证》，房屋坐
落：通川区通川北路
366号 ，建 筑 面 积 ：
48.11㎡，设计用途：商
业服务，产权来源：转
让，确权时间：2007年
12月28日。因不慎遗
失，现申请登报声明该
《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声明人：尹志斌
高春嫚

2015年8月6日

遗失声明
廖传义所有达权

字第00021152号《房
屋所有权证》，房屋坐
落：通川区红旗路鸡仙
庙81号王氏联建房1
单元5楼1号，建筑面
积：182.24㎡，设计用
途：住宅，产权来源：联
建，确权时间：2002年
5月22日。因不慎遗
失，现申请登报声明该
《房屋所有权证》作废。

声明人：廖传义
李 芳

2015年9月17日

公 示
徐永渠车牌为川

SQ0622号的小轿车
2015年9月11日于渠
县天星镇中坝（小地
名）被水冲走。

特此公示
渠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

2015年9月14日

市内黄金口岸（老车坝往通川桥方
向步行街口）五间联排临街门市对外出
租，约550m2，适合开银行、珠宝、药店
等，价格面议。电话：13086330000

临街门市出租

开启川东北现代商贸崭新航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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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群策群力抓项目
自2014年5月开工建设

以来，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建
设紧张而快速地推动着。目前，
在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内，有
已经建成的项目，有正在火热
建设中的项目，还有几个项目
正在深度洽谈之中，“很多商家
均看好复兴这块宝地，纷纷前
来洽谈，我们都是择优而选，园
区内土地相当紧俏！”复兴现代
商贸物流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在园区指挥部办公室的墙
壁上，园区各项目以图表的形
式予以展示，各项目建设进展
用不同颜色的星形符号进行标
注，项目推进的各个阶段一目
了然。

项目是园区的灵魂，引资
是园区的根本，服务是园区的
支撑。只有源源不断的项目、资
金进园区发展，园区才有生命
力。为壮大商贸物流区，通川区
围绕“储备项目抓前期、新上项
目抓开工、续建项目抓进度、竣
工项目抓投产”，充分发挥政
府、企业和市场的驱动作用，努

力营造项目建设的政策环境、
要素环境和服务环境。经过各
方不懈努力，目前，园区已签约
入驻项目5个，此外，另有8家
企业正在完善相关协议，等待
入驻。

据了解，入驻项目中，复兴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进行基础
建设作业，年底即可开始主体
建设施工；福森国际建材家居
博览城一期工程已竣工投入运
营，二期工程将于今年10月份
开工建设；鑫源食品公司定点
屠宰场迁建项目已建成投入使
用；复兴十里水街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已进入征拆阶段，计划
10月开工建设。此外，亚鑫建材
市场迁建项目也已启动施工，
正大马力推进。

即将入驻的8家企业中，
复兴健康产业园项目已选址定
点，正在完善规划合作协议：四
川莱克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进
入规划、立项阶段。此外，卡朋
特家居市场已完成协议签订，
选址进入规划修订阶段；复兴
电商谷项目已规划定点，进入
协议签订和规划修订阶段；川
东国际汽配城已选址，规划已
通过规委会审定，近期将与区

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农业OTT
信息港已初步选址；达州快递
转运分验已初步选点；北京清
华园方项目已完成选址。

项目建设大踏步推进的同
时，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也
在全力推进。目前，凤凰大道西
延线 1期已完成勘察设计招
标，将于今年10月动工；金龙
大道西延线1期也已通过规划
评审，即将动工。“两条延线建
成后，整个复兴镇便和西外城
区连为一片。”复兴现代商贸物
流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赵
云江告诉记者。

此外，魏复产业大道已完
成相关规划，进行评审阶段。

“产业大道一旦建成，通川区内
的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双龙
铁路货运仓储区、东岳新型工
业集聚区、魏家农副产品加工
区、魏蒲产业新城等将会连为
一体。”

与此同时，园区供水管
道将于9月完成铺设，确保
连接到每个项目的接口处；
园区电力高压走廊进行了
规划，将通过资源整合进行
合理调整，充分保障项目建
设用电需求。此外，通讯、天

然气管网等基础条件建设也将
随之跟进。

为了保证园区各项工作的
顺利实施，该区强化政务服务，
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服务水平。
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的并联审批
机制、全程代办服务平台，对项
目办理各种审批和许可一路绿
灯。纪委、监察靠前进入角色，
通过季度评议、月度调查，树立
正反典型为园区保驾护航。区
委目督办、政府督查室实行周
通报、月督查和现场督办等形
式强推工作落实。

推倒一座座山丘，填平一
道道沟壑，无数的艰辛付出，无
数的汗水挥洒，几年来，通川区
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用热情描
绘蓝图，用实干抒写新篇，在他
们的心血浇灌下，复兴商贸物
流园区将开启川东北现代商贸
崭新航程，驶向辉煌灿烂的彼
岸！

□文/图 特约记者 罗琴
文志碧 本报记者 徐冬

（紧接第一版）领导也对纪检
工作更重视了，我觉得反而
更好开展工作了。”宣汉县卫
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杨
红精气神十足，似乎感觉不
到受处分的阴影。

“一案双查”问责追究不
是目的，主要是强化问责警
示效果、强化各级领导的履
职尽责意识，同时拓宽思维、
举一反三，倒逼责任落实，实
现标本兼治。采访期间，这是
笔者得到的直观感受。

注重结果公开。该县通
过电视台公开曝光了舒敏贪
污公款案等4件“一案双查”
典型案例，强化问责的震慑
和警示效果，取得了查处一
案、教育一片、治理一线的综
合效应。

注重教育整改。县纪委
监察局先后在县卫生局、上
峡乡党委等被“一案双查”问
责的单位和部门召开了重大
案件案发地专题民主生活
会，帮助案发单位寻找制度
建设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
强廉政风险防控，完善监督
制约机制，堵塞制度漏洞，达
到治本目的。

注重专项整治。针对案
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宣汉县
纪委监察局联合财政、审计
等单位和部门，在全县开展
了化债资金专项清理，对存
在的44个突出问题进行了
限期整改，涉及违规资金
311.65万元；对普光镇、七
里乡2014年度财政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开展了专题调
研，抽查4个村进行重点剖
析，并根据发现的共性问题
开展全县性专项整治。

□向东 周文波

促进达州旅游事业再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评议市旅游局工作启动

我市开展“两微一端”看达州活动
其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428万

我市在科博会签约21.5亿元

“高大上”科技产品惊艳亮相科博会
观众惊叹中国科技实力

科博会上的美女机器人。

20日7时01分，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
征六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成
功将20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此次发射任
务圆满成功，不仅标志着我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家族再添新成员，而且创造了中国
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是三级液体运载火
箭，动力系统采用液氧煤油发动机，具有无
毒无污染、发射准备时间短等特点，主要用
于满足微小卫星发射需求。该型运载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
我国无毒无污染运载火箭空白，对于完善
我国运载火箭型谱、提高火箭发射安全环
保性、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搭载发
射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防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单位研制的开拓一号、希望二号、天拓三
号、纳星二号、皮星二号、紫丁香二号等20
颗微小卫星，主要用于开展航天新技术、新
体制、新产品等空间试验，对于促进我国微
小卫星发展和新技术试验验证等具有重要
意义。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飞任务，考核了
运载火箭方案设计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检
验了运载火箭水平总装、测试、运输和整体
起竖发射模式的可行性，验证了一箭多星
安装、分离释放、入轨控制等新技术，获取
了发射飞行技术参数和可靠性数据。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10次飞
行。

（据新华社）

“长征六号”首飞成功
“一箭多星”创新纪录

中科院和中国兵器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