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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甲 171451002866 号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证书副本一本，
声明作废。

四川天宇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遗失攀枝花市东区工商局发
510402600283060 号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东区冠瑞星瑞医疗器械
经营部

●遗失成都金海锐达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开具的3069767号仁和河滨坊
11 幢 1—14 号商铺定金收据一份，金
额：5000元，声明作废。

张嫦君
●遗失攀枝花市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510402600173603号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攀枝花市东区世燕乳品经营部

●遗失攀枝花市仁和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510411600153185号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王世燕
● 遗 失“ 米 易 县 邮 政 局

5104010012866”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米易县邮政局

●遗失“攀枝花市东蒲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5104023018655”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攀枝花市东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遗失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发 股 权 账 号 为
88040060001795633，股权证号码为
55055的股金证，声明作废。

赵河宇

●遗失攀枝花市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攀东市监字）股权登记设字

（2016）第 000003 号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 通 知 书 ，股 权 登 记 编 号 ：
510402000022，声明作废。

出质人：石怡茹
质权人：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攀枝花分行

●遗失攀枝花市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攀东市监字）股权登记设字

（2016）第 000004 号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 通 知 书 ，股 权 登 记 编 号 ：
510402000023，声明作废。

出质人：严伟
质权人：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攀枝花分行

●遗失攀钢集团总医院（密地院
区）发 A510248050 号李陈舒然出生
证，声明作废。

攀钢集团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系攀钢集团下属全资子公
司，是攀西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城市服务提供商。为更好地
服务现代城市生活，塑造餐饮品牌形象，攀钢集团生活服务
有限公司拟对餐饮业务的蔬菜（含禽、鱼等鲜活类）供应商采
用公开比选方式进行采购，竭诚邀请符合采购要求的供应商
参加蔬菜（含禽、鱼等鲜活类）项目的比选。

一、供应项目：蔬菜、禽、鱼等鲜活类
二、范围：攀枝花区域内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一类供货商
1．具备经营资质；
2．能开具可用于抵扣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农村合作社或农业生产者应提供土地证或土地承包

合同、村社出具的产量证明。

（二）二类供货商
1．具备经营资质；
2．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四、报名资料
1．法人或经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19年9月16日—19日8：30—17：30
比选时间：2019年9月20日14：30
报名地点：社区餐饮中心办公室201室
联系人及电话：彭彬 0812-3396745

攀钢集团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攀钢集团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公开选择
蔬菜（含禽、鱼等鲜活类）供应商的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
链 接 ：http：//www.scyanbian.gov.cn/zwgk/zzjg/czgljg/
xhjbhj/gsgg/1403160.s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以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方式到建设单位咨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相关信
息，索取环境影响评价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通讯地址：盐边县红格镇昔格达村四社；联系
人：刘先生13882310055；邮箱：984034386@qq.com。

三、征求意见公众范围为：项目所在地周边受影响范围

内的人群、在本地工作的人群以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其他
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网站提交、
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
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报公示起10个工作
日内。

盐边县鑫元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盐边县鑫元工贸有限公司钒钛磁铁矿
综合利用项目公示

攀枝花市德能工贸有限公司予以解散，拟向攀枝花

市仁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小组已

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成立，请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周宏

联系电话：15984561855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德能工贸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清算公告
心肌缺血是指心脏的缺血缺氧，心

肌能量代谢不正常，不能支持心脏正常
工作的一种病理状态。是中老年人的
常见病和多发病，并且不少青壮年甚至
少年也常常受到困扰，各种人群死于心
源性猝死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对于
许多上班族一旦发生胸痛，猝死的阴影
就会浮上心头，挥之不去，其实疼痛是
身体的求救信号，是警告你这样下去真
的不行了。

心肌缺血的病因：
引起心肌缺血的原因很多，血压

降低、主动脉供血减少、冠状动脉阻
塞，可直接导致心脏供血减少；心瓣膜
病、血黏度变化、心肌本身病变也会使
心脏供血减少。最常见的原因是冠心
病，其次还有炎症（风湿性、梅毒性、川
崎病和血管闭塞性脉管炎等）、痉挛、
栓塞、结缔组织疾病、创伤和先天性畸
形等多种疾病。

心肌缺血的临床表现主要有：
1. 劳累或精神紧张时出现胸骨后

或心前区闷痛，或紧缩样疼痛，并向左
肩、左上臂放射，持续3～5分钟。这也
是猝死容易找上熬夜族、上班族的主要
原因。

2. 体力活动时出现胸闷、心悸、气
短，休息时自行缓解。因此一旦出现与

体力活动有关的胸痛、心慌，我们一定
要警惕。

3. 出现与运动有关的咽喉痛及烧
灼感、紧缩感，牙痛等。

4. 饱餐、寒冷、饮酒后出现胸痛、胸
闷。

5. 突发的心动过缓、血压降低或晕
厥。

6. 无任何原因可解释的疲倦，精力
不足。

7. 无典型症状的患者仅感觉胃部
不适、恶心，或者是牙痛、颈椎痛等。

心肌缺血的危险因素：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与动脉粥样硬

化相关的重要危险因素为高脂血症、高
血压病、糖尿病、吸烟、肥胖、体力活动
少、高龄等。

心肌缺血的分类：
1. 心绞痛 心绞痛是心肌缺血最

具代表性的类型，特点为前胸阵发性、
压榨性疼痛，疼痛主要位于胸骨后部，
可放射至心前区与左上肢，劳动或情绪
激动时常发生，休息或用硝酸酯制剂后
消失。可分为稳定型、不稳定型和变异
型心绞痛。

2. 缺血性心肌病 心肌长期缺血
缺氧状态，可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瘢痕
形成，心肌间纤维组织增生，称为缺血

性心肌病，亦称为心肌纤维化。其特点
为心脏变得僵硬，逐渐扩大，发生心律
失常和心力衰竭。

3. 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常是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基础上继发血
栓形成所致。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本病急性期主要病死率有所下降，但
它仍然是一种致命性疾病，死亡率可
达 30%，一定要注意预防，尤其是吸
烟、肥胖、糖尿病和缺少体力劳动者。

4. 猝死 常无任何危及生命的前
期表现，主要原因是心脏突然发生恶性
心律失常。作为人体的动力支援，一旦
心脏停止工作，人体各个系统很快就会
走向不可逆的崩溃，因此及时、有效、持
续性的胸外按压，重建血液循环是猝死
抢救的重中之重。

由于心肌缺血有发生心肌梗死和
猝死的危险，因此发现心肌缺血症状
时，要完善心电图、心脏彩超、运动负
荷试验、必要时行冠状动脉造影等检
查及早治疗。积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生，如已发生，应积极治疗，防治
病变发展并争取逆转。已发生并发症
者，应及时治疗，防治恶化，延长寿
命。总之有病要吃药，无病要改变不
良生活习惯，合理饮食，加强锻炼，定
期体检。 （作者 刘景志）

你今天心肌缺血了吗？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记“新时代好少年”曾恋雅

□本报记者 岳蕾娅

在老师眼里，她品学兼优，在同学
眼里，他乐于助人，在父母眼里，她阳光
开朗，她就是刚刚荣获攀枝花市 2019
年度“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曾恋雅。

今 年 11 岁 的 曾 恋 雅 是 市 六 小
2004 级四班学生，她成绩优异，但从
不骄傲，同学遇到不会的题时，她都会
耐心地讲解，帮助同学进步。因为表
现突出，曾恋雅被市六小评为“阳光爱
心少年”“三好学生”，获得“2018 年市

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写的作
文《小狗可可》入选2019年《全国优秀
作文选》。

曾恋雅从小就跟着父母到市儿童
福利院献爱心，陪孤残儿童玩耍，给福
利院的儿童表演自编自演的节目。
2016 年，曾恋雅和家人去市福利院看
望小朋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小朋友，
拿着曾恋雅送他的书，口齿不清的讲
起了《白雪公主》，赢得大家热烈的掌
声。“残疾儿童都奋发向上，我还有什
么理由不好好学习？”这件事对曾恋雅

触动很大，她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
学习。

2019 年 1 月 9 日，市花城义工协
会募集到一批为边远山区儿童送温暖
的物资，物资中有棉衣、棉裤、棉鞋、学
习用品等共计 300 多套，需要进行分
类包装，登记建账。曾恋雅知道后，申
请成为分发包装的最小志愿者，从中
午 2 点到下午 6 点，近 4 个小时，即便
累得大汗淋漓，手被磨破了皮，她也没
有停下来。

空闲之余，曾恋雅还积极参加“小

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活动，担任文明
劝导员，对行人横穿公路等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阻，倡导大家文明出行。

曾恋雅不仅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一
位环保小达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和
父母一起在机场路栽下亲子树。在攀
枝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征求意见时，她
经过认真思考，反复请教，设计出了新
式环卫垃圾桶的方案。“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智慧和双手，为攀枝花创卫贡献自
己的力量，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曾
恋雅表示。

“英雄攀枝花·扬帆再出发”
文艺调演拉开帷幕

本报讯（记者 胡波）9 月 9 日
晚，“英雄攀枝花·扬帆再出发”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调演在
市中心广场拉开帷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海出席调
演活动并致辞，副市长马晓凤出席调演
活动。调演活动由市委、市政府主办，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承办。

当晚 8 点，市文化馆橙色记忆舞
蹈队的舞蹈《我爱你中国》首先登台。
随后，市委宣传部职工的配乐诗朗诵

《三线荣光》、市公安局干警表演的情
景剧《心中的旗帜》等节目纷纷登台。
历时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里，上千
名观众的掌声、喝彩声不断。9 月 10
日至 9 月 11 日晚，文艺调演将继续在
市中心广场举办。

江海在致辞中说，文艺调演是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的优良传统，是社会各界
文艺团体大规模、高水平的集中艺术展
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全
市范围的文艺调演，希望以一个个从群
众中来、鲜活美好的文艺节目，唱响欢庆
之歌。遥想当年，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
好马上三线，燃烧青春，高举理想，成就
了攀枝花这座当之无愧的“英雄城”，为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顺应时代的发展，攀枝花做出了钒钛和
阳光“两篇文章”，养身、养心、养智的条
件日趋优越，创新创业与优质生活相得
益彰，“英雄攀枝花·阳光康养地”的城市
知名度和美誉度正不断提升。如今的攀
枝花，承“英雄之志”，建设钒钛新城和攀
西科技城“两城”，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市举行2019年度新兵欢送仪式
本报讯 (邹辉 记者 吴晓龙）

9 月 10 日下午，2019 年度新兵欢送仪
式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来自全市的375
名新兵将分赴山东、甘肃、河南、西藏等
地，投身军营，开启军旅生活。

市委常委、攀枝花军分区政治委员
秦光龙，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敬登峰，
攀枝花军分区司令员王庆吉、武警攀枝
花支队负责人出席仪式并为新兵代表
戴上鲜艳的大红花。

受市委书记贾瑞云，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波委托，敬登峰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
表示热烈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
持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们表
示崇高敬意，向为征兵工作付出辛勤
劳动的全市各级征兵工作人员表示
亲切慰问。

敬登峰寄语广大新兵，到部队后要

时刻牢记习主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指示要求，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亲人的嘱托和
家乡人民的期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在部队各级首长
的带领下，扎根军营，做一名“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
军人，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做贡献，为
国防和军队建设做贡献。

敬登峰指出，攀枝花市有着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攀枝花新兵即将告别家
乡和父老乡亲，奔赴军营。家乡党委政
府会一如既往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做新
兵的坚强后盾，积极为新兵解除后顾之
忧，让新兵安心在部队服役。

新兵魏晓禾表示，将在今后的军旅
生活中争做优秀的革命军人，履行保家
卫国的圣神职责，用实际行动为百万攀
枝花人民争光添彩。

目前，全球尚没有有效预防非洲
猪瘟的疫苗，但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
防控措施，就可以避免发生非洲猪
瘟。严禁从疫区调运和购买生猪及其
产品；严禁使用餐厨废弃物喂猪；建立
严格的卫生消毒制度；做好生物安全
防护，确保家猪处于安全场所；严格规
模化养殖场内部管理，生产区和生活

区安全隔离。一旦确诊感染非洲猪
瘟，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疫点内生猪
全部扑杀，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
严禁私屠乱宰，严禁非法买卖生猪及
其产品，严禁从境外疫区走私、携带相
关猪肉制品入境。非洲猪瘟病毒并不
感染人，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猪肉产品
可以放心食用。

本报讯（陈青燕 刘发香 记者 梁
波）9 月 10 日，记者从盐边县公安局获悉，
日前该局在“云剑”行动开展中，破获一起
重大刑事案件，抓捕了逃亡14年的罪犯杨
某东，受害人家属送来锦旗致谢。

“感谢你们14年来一直锲而不舍的追捕
凶手……”9月6日上午，被害人家属王某某一
家将写有“锲而不舍 千里缉凶 忠诚履职
一心为民”、“千里缉凶慰民心 忠诚担当保平
安”的两面锦旗送到盐边县公安局，表达对盐
边县公安民警为民护平安的感激之情。

2005年1月3日，因男女关系纠纷，盐
边县桐子林镇红星小区居民王某某在家中
被其男友杨某东持刀杀死。作案后杨某东
潜逃。多年来，盐边公安局办案民警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是对命案逃犯杨某东的抓
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多方、多地开展工
作，但一直未能抓获杨某东。

2019 年 6 月，公安部“云剑”行动开展
以来，盐边县局党委坚持命案必破的理念，
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追逃专班，对历年在逃
人员尤其是命案逃犯进行重新梳理，作为
潜逃多年的重大逃犯，杨某东再次被列为
重点目标。数月来，盐边县公安局追逃专
班先后远赴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湖北省
等地开展工作。经过不懈努力，于 8 月 28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
潜逃14年的命案逃犯杨某东抓捕归案。

盐边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该案的成功告破彰显了盐边公安顽强拼搏、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勇于担当、坚决打击
违法犯罪，保一方平安的坚定决心。全局民
警将继续以铁一般的意志、铁一般的担当、铁
一般的本领、铁一般的作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以优异
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非洲猪瘟防控科普知识之三

盐边公安

抓捕14年命案逃犯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已集中上市销售。从8月30日开始，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月饼的生产、流
通、销售等各环节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广大市民吃上放心月饼。

执法人员重点从月饼生产经营者是否严格遵循加工流程、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是否做好索证索票、存储销
售条件是否达标、标识标签是否合规、有无销售假冒伪劣及过期月饼、价格是否明示等方面进行检查。截至9月3
日，共检查月饼生产企业2户、大中型超市12户、集贸市场6个、糕点店10户。

图为执法人员在超市对月饼进行检查。 （李超学 本报记者 吴晓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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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
重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
的“四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
职业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
氛围。

会上表彰了718名“全国模范教
师”、79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以及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
158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
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 位“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
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
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
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
宝龙参加会见。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