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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土地公开
对外招租：泰隆商厦8楼房屋（建筑面积724.21平方米）；9-6邮政
小区内房屋（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瓜子坪邮政所院内门口小2
楼4间办公用房（面积各25平方米）；倮果老邮政所对面30平方米
门面各5间；陶家渡邮局楼上住房5间；仁和大田邮政所楼上住房
3间；盐边县邮政公司大楼3楼整层办公用房（面积约458平方
米）；米易县邮政分公司原新河邮政所房屋；以上房屋、土地两证齐
全，是合法的产权拥有人。凡有意者，请携带工商营业执照、法人
身份证等相关证件来我公司资产后勤管理中心登记。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13508226475 13330711639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
资产后勤管理中心
2019年7月15日

招租启事 广告

本人孙咏梅，在攀枝花市西区春益巷7号门市经营保

健用品，在没有药品销售资质的情况下，销售由非法渠道

购买的保健药品，经攀枝花市西区市场监管局认定，本人

销售的阿根廷虫草胶囊等65种系假药。目前已销售的药

有很多没有收回，仍然存在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安全隐

患，在此我郑重向消费者道歉，同时申明此前销售的药品

是假药，提醒消费者不要服用在本人处购买的药品。

声明人：孙咏梅

2019年7月16日

道款声明
攀枝花市殡葬协会予以解散，拟向攀枝花市民政局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小组已于2019年7月16日成立，我

协会已无债权债务。

清算小组负责人：宋清福

联系电话：13308144366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殡葬协会

2019年7月18日

债权债务公告

情倾民生之本情倾民生之本 实现充分就业实现充分就业
关注劳动保障关注劳动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一、就业扶持政策
1．求职创业补贴。对学籍在省内高校的城乡低保家庭

毕业生、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残疾毕业生、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一次性给予每
人12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2．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职
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可以享受一次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

3．就业见习补贴。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可参加
3—12个月的就业见习，并享受就业见习补贴和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4．社保补贴。对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灵活就业
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最长不超过2年、标准不超过其实
际缴费2/3的社保补贴。

二、创业扶持政策

1．创业培训补贴。大学生可在常住地（在校生可在就
读高校）参加创业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的，可享受培训补
贴。在校大学生可以利用周末、节假日和晚自习等时间，在
40天内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

2．创业补贴。对大学生创业实体和创业项目，给予 1
万元补贴。领办多个创业项目，最高不超过10万元。

3．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毕业生创业可申请贷款额度最
高不超过 15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的创业担保贷
款。领办创业实体的在校生，可向就读高校申请额度不超过
1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享受政府贴息。

4．创业吸纳就业奖励。大学生创业实体吸纳就业并按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申请一次性奖励。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

给予奖励，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奖励，总
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5．创业提升培训。对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大学
生，以及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内有创业项目的
大学生，每年组织一定数量的人员免费参加全省“我能飞”大
学生成功创业者提升培训。

三、综合扶持政策
1．取消户籍限制。农村户籍、异地户籍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可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毕业证、居住证（暂住证），
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领取《就业创业
证》，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2．享受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为
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就业失业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

见习、人事档案管理等公共就业服务，以及项目选择、开业指
导、投（融）资等公共创业服务。

详询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电话：
市本级 3333505
东 区 2227173
西 区 5566544
仁和区 2904311
米易县 8185524
盐边县 8653913

攀枝花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雨后及时排查

安全隐患
本报讯（罗心茹 记者 吴晓龙 文/

图）连日来，我市连续下雨，东区枣子坪街
道枣树坡社区工作人员在防汛巡查过程
中，发现辖区枣子坪东街23号（原81栋）后
堡坎处3株桉树已经折断倒伏。经查实，折
断桉树较大，其中1株桉树从根部断裂，旁
边2株桉树也已倾斜倒伏倚靠在居民楼，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在排查出险情后，社区采取紧急措
施，立即与攀钢花城物业中心联系，物业
迅速组织工人清理断裂的树木。截至 7
月 16 日上午，断裂的桉树已经清除干净，
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保证了居民的人身
安全。

“近段时间下雨较多，社区将加大巡查
力度，排查、消除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防
范事故发生。”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案前调解集体争议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1名农民工终获101万余元工伤赔偿金
本报讯（杨世容 记者 王南桢）

“谢谢你们及时调解，帮我们处理好了
工伤赔偿的事，现在心里终于踏实了。”
7月2日傍晚，受伤职工王某某、周某某
等10余人在仁和区仲裁院办公室拿到

《调解书》时高兴地说。
2018 年，仁和区人社局就不断接

到农民工前来反映：他们 2017 年在某
房地产项目施工中受伤，伤残等级也鉴
定了，就是没有拿到赔偿金。经区人社
局仲裁院核实，位于花城新区的某房地

产项目建设施工单位是广东某建筑公
司，参加了我市工伤保险，在建设中发
生申报的工伤有14人，其中11人达到
致残等级标准，3人未达到致残等级，受
伤职工大部分是当地农民工。目前，该
公司项目部已撤场，公司人员已经离开
攀枝花。

为了尽快将职工的工伤赔偿款发
到职工手中，仁和区人社局请示市医保
局及时通知用工单位和工伤职工办理
工伤赔付相关手续，建议将工伤保险基

金中工伤职工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住院伙食
补助费直接转入工伤职工的个人账
户。同时，仲裁院指导工伤职工申请仲
裁，给广东某建筑公司快递《仲裁建议
书》和《仲裁受理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经办案仲裁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
沟通并进行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督促
用人单位及时积极处理，双方定于7月
1 日、2 日两天集中进行案前调解。经
过仲裁员加班加点的工作，双方达成了

一致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同意由工伤保
险基金赔付职工的待遇直接划拨到个
人账户中，由单位支付的赔偿金于今年
8 月 15 日前一次性转账支付到申请人
银行卡上。

最终，区人社局仲裁院为11名工伤
致残职工核实裁定工伤赔偿金101万余
元，双方于当天签收了仲裁调解书。此次
区仲裁院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对案件
积极采取案前调解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及时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东区

严格把关社保稽核助力扩面征缴
本报讯（严敏 记者 胡德梅）日

前，记者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近日据攀枝花某有限公司职
工反映，该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
按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7月9日，
东区人社局、东区劳动监察大队组成稽
核小组深入该公司开展实地稽核。

稽核过程中，发现该公司确实存
在未按时给职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区
人社局对该企业宣传了《劳动合同法》
和《社会保险法》等政策法规，增强其
参保缴费意识。强化征缴手段，下达
了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该企业积极
配合，表示于7月15日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

今年上半年，东区认真做好社会
保险扩面征缴工作，严格把关社保稽
核。对全区参保单位申报缴费基数、
工资基数等数据进行严格核定，以确
保真实准确。把平时在缴费人数、缴
费工资基数等方面存在问题较多的企
业和欠费严重的单位作为重点，采取
实地稽核与重点稽核相结合的方式，
有效规范企业的参保缴费行为，维护
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目前，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 36982 人，累计基金征
收 7695.05 万元；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9062 人，累计基金征收 751.67 万元

（含建筑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
11812人，累计基金收入406.87万元。

迎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为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月17日，西区金沙社区组织辖区20余
位爱好书法的青少年，开展了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之“毛笔书法 文化传
承”——“我爱你中国”主题活动。

活动中，社区五老志愿者唐泽林给爱好书法的青少年现场授课，从最基本
的运笔知识入手，手把手悉心指导他们，让他们体验到书法的乐趣，提升学习
热情，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社区增添文化活力。

图为青少年一起用心书写的“我爱你中国”。
（赵红静 本报记者 胡波 摄）

汛期开展铁路护路巡逻
本报讯（记者 周琴）近期，东区长

寿路街道健康路社区组织治安志愿巡逻
队对辖区铁路沿线展开了巡逻，以确保
汛期铁路运输安全与沿线人员安全。

志愿巡逻队对辖区铁路沿线治安
环境进行巡查，向铁路沿线居民进行
宣传，告知不能横穿铁路、在铁路边乱
堆乱放、不要在铁路线上散步或长时

间停留等，并对在铁路边玩耍的小孩
进行安全教育，以确保辖区铁路线运
行正常以及周边居民人身安全。

“汛期开展铁路巡逻，及时发现问
题，处理安全隐患，并普及了安全知
识，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为建设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良好基
础。”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工作人员在清理倒伏桉树工作人员在清理倒伏桉树。。

曾经每天消费者云集，如今店铺门可罗雀——

一度火爆的电脑商城下一步发展路在何方？

现状：日益冷清的电脑商城
“现在电脑城生意远远赶不上几年

前了，销量、人流量持续下滑，虽然电脑
城里仍是100多家商户，但以前的一家
多铺的情况已经大为减少，现在大多数
商家都在减少铺面。2012 年以前，电
脑城是人来人往、生意火爆，商家库存
产品无地可放、拥挤不堪。”佰腾数码广

场主管姜祎告诉记者。
暑期本应是电脑销售旺季、市场

火热之时，但近日记者来到攀枝花最
大的电脑城——佰腾数码广场时，看到
的却是冷清的铺面、零星的顾客在商场
里挑选着商品，大部分销售人员则坐在
店内玩手机，整个电脑城门可罗雀、冷
冷清清。

据了解，由于近几年线下电脑市场
受到多方冲击，电脑城销量持续下降。
一些商户为了生存，采取不合规的方式
进行经营，致使佰腾数码卖场等电脑商
城及店铺信誉下跌，进而被主打B2C模
式的互联网电商进一步挤压。消费者
们越来越习惯于在价格透明的网上商
城购物，品牌意识也越来越强。佰腾数
码电子卖场也一改往日人头攒动的火
热景象，开始走向萧条。

探索：主动寻求变化求生存
每个群体的最强“战斗力”总会在

末路前集中爆发，面对着每况愈下的局
势，卖场里嗅觉灵敏的商户已先行退
去，仍在坚守的商家大多是有着不可割

舍情节的人。坚守中，这些人也找到了
一些存活的办法。

李勇在佰腾数码广场已经营10多
年，“在我看来，线下电脑销售受到电商
冲击是必然的。我在商场已经10多年
了，亲眼见证了电脑城的兴起和衰落。
2012年以前，我的2个铺面每年的零售
销量合计能达到 1200 台以上，现在我
有 4 个铺面，全年的销量反而不如从
前，整个商场的销量更是下降了六成以
上。面对变革，我们也在不断改变销售
模式，希望能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之
路，扭转目前的颓势。”

以前整个电脑城大多数商家都是
以零售为主，但受到电商的冲击，商家
们主动求变，改变以往单一的零售模
式，变成以“做行业”为主，即向企业、单
位“定制式”“个性式”销售电脑、提供服
务。现在商场内80%的商家都在“做行
业”，全市不少企业、单位的办公电脑都
由商家们提供。

前景：衰落与崛起的机会并存
虽然“做行业”使商场商家们销售

情况有所好转，但李勇还是渴望线下电
脑市场回归，电脑城能改变冷清的现
状。“希望商家们能诚信经营，保障商品
的质量、售后服务，使消费者享受到比
线上更好的购物体验，重新赢得消费者
信赖。市场监管部门和商场管理也应
该加强监管，对违法、无序经营加大惩
处力度，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说到这
儿，李勇显得有些无奈，“无论如何，地
方层面的电子设备服务实体店面仍然
有存在的必要性，但传统卖场能否承担
起这样的任务，自身的转型又有多少胜
算，就不是短期内我们能够估量的了。”

衰落与崛起的机会并存。今后电
脑市场之间的竞争，将更多的在服务、
管理、专业化程度等软件设施方面展
开。相信这一轮竞争之后，有些电脑市
场商家又将会被淘汰，而有些则会得到
发展壮大，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经营者来
分食这块仍在不断增大的蛋糕。我们
无法预言谁将成为最后的失败者或成
功者，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消费者的
选择性越来越大，今后的电脑市场将会
变得更加的规范和成熟。

□实习记者 白建伟 李杰

曾几何时，在 IT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我市的大大小小经营电脑及其相关
产品的商城、店铺，每天消费者云集、商
家赚得手软。然而，在经历了近20多年
的快速发展后，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异军
突起，以及线下商家的经营思路跟不上
时代变化，曾经火爆一时的线下电脑市
场风光不再，甚至陷入困难的境地。这
个当年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现在具体
情况到底如何？记者进行了走访。

本报讯（蒋斌斌 记者 吴晓龙）
近日，东区瓜子坪街道马兰山社区雅
竹苑小区开展燃气安全进小区、进家
庭活动。

活动中，市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向
居民发放《管道气安全用气指南》等宣
传资料200余份，提醒居民加强对户
内燃气管道等设施的自检自查，并详
细解答了居民在使用燃气时遇到的疑

难问题。此外，工作人员还上门对部
分居民燃气管网进行安检，对新的燃
气表进行了示范操作，消除了居民的
疑惑。

“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与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我们将
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将燃气安全知识宣
传到千家万户，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社区工作人员说。

燃气安全进小区进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