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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天到晚上多云转阴。最高温度
24℃，最低温度8℃。

天气
预报

攀枝花市红发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补2008年以前未买保险名单公示。

公 示

经核准，同意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金沙
江上进行 G4216 线宁南至攀枝花段高速公路钒钛高新区
大桥施工活动。为确保活动和通航秩序安全，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活动日期：
2020年1月9日至2023年1月6日。
二、活动范围：
现有G5京昆高速公路金沙江大桥下游1600米处新建

桥址的上下游各200米范围内。
三、注意事项：

（一）施工单位在钒钛高新区大桥桥址上游右岸 200
米、500米和下游左岸200米、500米界面分别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并设立安全警戒点，做好施工活动过程中各类安

全防护措施；按船舶航行专项方案维护过往船舶安全航
行秩序。

（二）过往施工区域的船舶应服从指挥，加强了望，主动
避让，以安全航速航行，船舶不得在施工活动范围内从事其
它水上活动。

（三）过往船舶应加强与施工单位联系，做好沟通协调，
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四）施工活动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及时清理现场碍航
物，不得有恶化航道的情形。

施工现场联系人：马大斌 电话：15908135798
特此通告

攀枝花市地方海事局
202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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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建兵

唐桂英

丁兴勇

姚兴燕

余先朝

窦世军

丁兴华

马友华

雷远忠

石文勇

郑腾林

谭仲年

吴加传

王继兰

胡宗玲

龙会

蔡付程

李守菊

陶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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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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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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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

2008.1

2007.1

2008.1

2007.1

2008.1

2008.1

2007.1

2008.1

2008.1

身份证号

510422198009297610

510411196408136728

510422197307077611

510122198312257623

510422197005282410

510411196607087113

510411196505177118

510411196207157119

510411196808226714

510403197707081717

510411196203196719

513425196709062911

510411196706206712

510411197112087183

510422197705200427

510422197408180028

510422197608088218

510422197307067667

510422198607267614

姓 名

唐明彪

党连荣

马友祥

杨长军

杨佐华

蒋光会

尹兴莲

刘果荣

蒋兴华

严祥华

朱明安

邹开强

杨永兵

杨兴皇

丁兴银

缪加友

邹金洪

雷远国

入厂时间

2005.5

2005.6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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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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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

2006.1

2006.8

2007.8

2005.5

2005.6

2005.6

2006.5

2005.9

2005.9

2005.9

2005.9

参保时间

2008.1

2008.1

2008.1

2004

2007.1

2008.1

2008.1

2008.1

2008.1

2008.1

2008.1

2008.1

2008

2008.1

2008.1

2007.1

2008.1

2012

身份证号

510422198309047613

51042219750528761X

51041119660524711X

51041119721120711X

510411196707106756

510411196602036720

51041119651129672X

510422198607147241

510422198003027636

510411196812056711

51041119690730671X

510422198703257619

510422198402217613

510411196910081152

51042219680213763X

510422198010027917

510422197506207618

510411196608206719

攀枝花市红发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9日

攀枝花市迅捷信通讯有限公司拟向米易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登记。决定将注册资本从200

万元减少到5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联 系 人：李海燕

联系电话：15328996689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迅捷信通讯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减资公告
盐边县互胜工贸有限公司拟向盐边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登记。决定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

减少到5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联 系 人：宋靖

联系电话：18982339768

特此公告

盐边县互胜工贸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减资公告

1.攀枝花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孙泽彬违规收受礼金、私车公养
问题

2014 年至 2017 年，孙泽彬先后多
次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现金合
计 2.1 万元。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孙泽彬先后多次使用公务加油卡为
其私家车加油，合计 2.09 万元。2019
年 12 月，孙泽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违纪所得已收缴。

2.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镇原党委
书记、镇长李昌发违规发放、领取津补
贴问题

2014 年 9 月至 2019 年 2 月，李昌
发在担任金江镇常务副镇长（主持政府
全面工作）、党委副书记、镇长期间，多次
违规决定给镇政府干部职工发放生活补
助。李昌发违规领取生活补助合计3.24
万元。李昌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2019年10月，李昌发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违纪所得已收
缴。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3.攀枝花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所长刘兆明违规发放、领取奖金问题

2013 年 3 月和 2015 年 1 月，刘兆
明两次违规决定以发放奖励性绩效名义
给职工发放奖金。刘兆明违规领取奖金

合计8.64万元。2019年11月，刘兆明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收缴。

4.攀枝花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副
支队长李亚西等 6 人借学习培训之机
出境旅游问题

2018年11月19日至24日，由李亚
西带队、一行 12 人赴珠海参加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管技能培训。11月21日
下午，李亚西签到后未实际参加学习，
与同行的付晟、曾小英、蒋友明、周蒞
春、余刚等 5 人私自出境到澳门游玩，
于当天返回珠海。11 月 22 日下午，李
亚西签到后短暂参加学习，再次与付
晟、曾小英、蒋友明、周蒞春等4人私自
出境到香港游玩，11月23日前往深圳，
11 月 24 日由深圳返回攀枝花。2019
年 7 月，李亚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付晟、曾小英、蒋友明分别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周蒞春、余刚分别受到政
务警告处分。

5.攀枝花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质量安全部部长陈禹池等 3 人违规
旅游、报销差旅费问题

2017年6月10日至14日，由陈禹池
带队，与邓杰、杨文艺一行3人前往广西
柳州市出差。期间，违规改变公务行程，
绕道桂林市阳朔县旅游，3人回单位违规
报销差旅费合计 0.93 万元。2019 年 4
月，陈禹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4
月，邓杰、杨文艺分别受到政务警告处
分。3人分别退赔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6.攀煤（集团）公司花山矿机电副
总工程师兼调度室主任周文信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问题

2018年5月，周文信违规收受管理
服务对象所送现金0.2万元。2019年2
月，违规收受他人所送两瓶国窖 1573
白酒。2019年10月，周文信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收缴。

上述通报的6起案例，反映出部分

党员领导干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思想自觉尚未形成，仍然心存侥幸、
放松要求，违反党规党纪。各级党组织
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锲而不
舍、持续发力纠治“四风”，坚决防止节
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作为检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
重要标尺，发挥“头雁效应”，带头改进
作风，自觉抵制歪风，树立务实节俭、文
明廉洁过节的良好风尚。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补贴等突出问
题，加强日常监督，对节日期间“四风”
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快查快办，对顶风
违纪问题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对典型
问题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

中共攀枝花市纪委 攀枝花市监委
2020年1月

中共攀枝花市纪委 攀枝花市监察委员会

公开曝光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立足情指一体 牵引最强实战

攀枝花打造“精锐公安”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 李刚）1 月 8 日，市

公安局召开“向人民报告”之“精锐公安”
主题新闻通气会，通报2020年攀枝花公
安“110宣传日”主题宣传及构建“情指一
体”实战指挥体系情况；介绍2019年深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百日攻坚三项斗争”
举措；推进特巡警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情况；2019年打击食药环违法犯
罪成果案例和防范提示；2019年深入推
进禁毒人民战争强化社会治理情况；介绍
2019年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成果，并公
布了一批相关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9年，攀枝花公安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紧紧围绕“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
庆”工作主线，着力锻造“四个铁一般”
公安队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

续提升，公安改革、派出所建设等一批
阶段性任务相继完成，有效维护了国家
安全和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攀枝花
公安工作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

2019年，全市公安机关两级“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处各类报警求助和咨
询服务 19 万余起，其中接处刑事警情
852起、治安警情1378起、交通警情1.4
万余起、各类纠纷1.5万余起、社会求助
咨询 3.8 万余起，指挥救助群众 2253
人。为织密织严立体防控网，全市公安
机关通过推广应用移动警务终端，开辟
了公安民警办理各类业务的新途径，极
大提升了工作质效。移动警务终端使
用以来，一线民警利用该终端共盘查
260万余人、车辆36万余台，查获在逃
人员26人、吸贩毒人员3686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
公安机关按照中央“十个新突破”“六个
进一步延伸”要求，围绕扫黑除恶阶段
目标，紧盯线索核查和专案攻坚，坚决

“打伞破网”、持续“打财断血”，截至
2019 年12 月底，全市公安机关成功打
掉3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2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9个恶势力团伙，刑事拘留262
人，移送起诉245人，破获刑事案件144
件；破获九类涉恶案件 216 件，刑事拘
留 540 人，逮捕 238 人，移送起诉 494
人；敦促 55 名涉黑涉恶案件嫌疑人投
案自首，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查处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3人，查
扣涉黑案件涉案资产4.25亿元。

全市各级公安禁毒部门以“禁毒人
民战争”及“迎庆”系列专项行动为抓

手，严打毒品违法犯罪行动，共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 160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69 人，打掉团伙 33 个，移送起诉犯罪
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71公斤，
破获部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13 件，查处
吸毒人员 1457 人次，办理易制毒化学
品有关备案审批事项 2800 余次，举办
大型禁毒主题宣传活动20余次。

全市公安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督管
理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联合
执法，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
衔接，通过联合开展食品安全问题专项
整治、食药农资烟草打假、2019蓝天保
卫战等专项整治行动，共侦办食品、药
品、环境类刑事案件31件，抓获57人，
起诉 2018 年、2019 年案件 52 件，起诉
犯罪嫌疑人112人。

以国际自行车、皮划艇、登山健身比赛为主题

2019攀枝花“三大赛事”摄影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岳蕾娅 实习生

李蕊池）1月8日下午，2019“攀枝花·国
际自行车、皮划艇、登山健身大赛摄影作
品展”在市文艺创作中心展厅开展。

副市长马晓凤出席并颁奖。
2019“攀枝花·国际自行车、皮划

艇、登山健身大赛摄影作品展”是由市
教育和体育局、市文广旅局、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本次摄影展是
以2019年在我市举办的国际自行车、
皮划艇、登山健身比赛为摄影创作主

题，分为相机组和手机组，于2019年12
月3日面向全市征稿，截至2019年12
月17日共收到作品1729幅。经过省、
市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专业评委评审，评
出获奖作品54幅，入选作品22幅，并按
照相关要求对获奖结果进行了公示。

本次参展的 76 幅作品记录下三
大赛事的精彩瞬间，更是攀枝花人对

“三线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据悉，此
次摄影作品展出时间为2020年1月8
日至2月15日。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两起涉嫌走私牛肉案件

本报讯（张春梅 报道）食品安全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笔者近日获
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厉打击食品违法
犯罪行为，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019 年 9 月 18 日 13 时，西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接到西区林业局动检所
通报，西区格里坪镇原格里坪木材检查
站内有涉嫌走私牛肉。经查，现场停放
的车牌为“皖M81732”“皖M4D63挂”
的箱式货车内有绿色纺织袋包裹的纸
箱装冷冻牛肉，纸箱外包装标识均为外
文，无检验检疫合格标识。货车在检查
站停放两天，牛肉暴露在阳光下已出现
异味。经清点，涉案走私牛肉共计
24.37吨，货值金额约170万元。车主
不能提供相关合格证明文件，无法联系
到货主，并拒绝配合调查。因涉案货值
金额巨大，为防止该批次牛肉流入市
场，西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联合公安部门
进行调查处理，并对涉案物资进行了扣

押。目前，已批准逮捕1人。
2019年10月8日，西区市场监管

局接线索，西区超限超载检测格里坪站
对挂有豫BF6658和车头挂豫B9813的
挂车进行检查时，发现内有若干绿色编
织袋，编织袋内装有纸箱，箱内为冷冻牛
肉。纸箱外包装标识均为外文，无检验检
疫合格标识。车主不能提供该批次牛肉
的相关合格证明文件，并称货主的“蔬菜”
装货地点为瑞丽，要运到广西柳州。挂车
在格里坪超限超载检测站被查后，车主才
发现除最外层为蔬菜，其余均为冷冻牛
肉，但货主电话已无法接通。经7个小时
的清点，涉案牛肉共计1084件，重28.4
吨，货值金额约200万元。西区市场监管
局当日联合公安部门对该批次牛肉进行
扣押。目前，已立案处理。

两次行动共出动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14人、公安干警20人、民兵7人，出
动执法车辆10台。

发挥优势 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省委统战部领导来攀调研

本报讯（记者 彭春梅）为准确掌
握全省统战侨务部门机构改革一年来
工作情况，调研了解各地侨务工作的
特色亮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2020
年工作思路打算及意见建议，1 月 8
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文
甦带领省委统战部侨务综合和外事工
作处、侨务事务处相关负责人来攀调
研侨务工作。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敏陪同。
在与市、县（区）统战侨务部门负

责人座谈会上，市委统战部汇报了我
市侨情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各县

（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作交流发言。文
甦从机构改革后如何看侨务工作；侨
务工作“三统一、两服务”的定位；利用
侨务资源优势，助推侨务工作发展；加
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就
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如何做好侨务工

作进行了全面阐释，对我市如何利用
自身优势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提出希望。

调研中，文甦一行前往仁和区平
地镇中心学校周大福慈善基金教学楼

（侨心教学楼）、侨资企业市思维实业
有限公司、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等地
走访，看望慰问贫困侨眷、新侨代表人
士。在慈善基金教学楼，文甦详细了
解侨捐项目运行、管理等情况；在仁和
区平地镇，文甦一行看望慰问了贫困
侨眷金凤海，表达了省侨办对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的关心和惦念；在侨资
企业，文甦一行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发展需求等，表示将利用侨界
资源，尽力帮助企业搭建平台、促进发
展；在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文甦看望
慰问了新侨代表、攀枝花学院附属医
院骨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秦宏敏。

东区代表委员肩负重托赴“两会”
（上接1版）全力构建现代化县域经济
体系；聚焦生态宜居优化城区环境，全
力提升美丽时尚幸福康养花城品质；
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全力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紧
扣制度创新强化能力建设，全力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围绕职能转变

强化自身建设，全力建设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面貌，全面融入“两城”建
设，全力争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强
县，加快建成美丽时尚幸福康养花
城，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上接1版）必须进一步压实责
任，一抓到底，确保2020年底前
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存在分歧
的也要通过调解、协商、司法等途
径加快解决，决不允许增加新的
拖欠。

会议确定，一是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对剩余的无分歧欠款分类、逐
项制定清偿计划，新发现的瞒报、
漏报等欠款纳入台账一并办理，对
欠款额度较大的拖欠主体要挂牌
督办。省级政府对本地区清欠工
作负总责，对无法完成清欠任务的
市县要统筹制定解决方案。大型
国有企业要对下辖企业统筹采取
措施，确保完成清欠任务。二是落
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
立清欠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协调联动机制。以政府投资项目
拖欠农民工工资为重点，清欠资金
优先清偿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今
后各类项目建设都要留足用于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资金并按合同及
时发放，尤其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
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
民工工资。三是强化约束惩戒。
对零清偿、进度慢的要通报和处
罚。对瞒报漏报、恶意拖欠等要加

大查处问责力度，情节恶劣的要公
开曝光。对未完成清欠的地方，要
对省级政府相关部门、市县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在压减一般性支出
和“三公”经费、降低公务出行标
准、严控津补贴等方面采取限制
措施。四是督促国有企业强化及
时还款约束，防止霸王条款、打白
条等行为，将应付账款控制和清
欠纳入内部考核。未经被拖欠单
位同意，不得以商业汇票等非货
币资金形式支付拖欠账款，变相
延长拖欠时间。五是出台实施及
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相关法规。
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行过程结
算，加大保函替代施工单位保证
金推广力度。各级政府要真正过
紧日子，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对
政府投资项目，没有明确资金来源
的一律不得审批，查处无预算上项
目、未批先建、由施工单位垫资建
设等违规行为。

会议要求，春节临近，各地各
部门要多措并举，加强统筹协调，
全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让人民群众
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春节。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1版）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市直各级
党组织按照时间节点，分批组织干部职工党
员，采取电话联系、个别谈心、入户走访等方
式，与帮带户深入交谈，了解掌握其家庭、生
活、工作、子女上学等情况，切实掌握结对群
众的困难和思想状况，开展市委决策部署精
神传达和爱党爱国爱军宣传，讨论解决问题
的建议措施，确保“军地共建”联系到户到
人，帮带对象情况掌握清楚，帮带措施具有
针对性。

市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党员根据帮带
对象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帮带措施。
市文广旅局、市委党校、市人防办、市社科联
等在“七一”“八一”“元旦”等节假日，走访慰
问帮带对象，以购代捐购买帮带群众的农副
产品、捐赠产业帮扶资金、协调产业项目资
金；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科院等干部职工党
员，利用专业技术优势，邀请专技人员走到
田间地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发放宣传资
料；市政府办公室、攀枝花日报社、市地方志
办等干部职工党员，集中与联系的本单位退
役军人开展座谈和慰问；市总工会等为机关
事业单位军转干部举行餐叙会，为单位退役
军人送去慰问品和节日的问候；市人大常委
会、市科技局等组织机关退役军人参观三线
建设博物馆、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励他们不忘军人本
色、发扬优良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为市委市

政府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作出积极贡献；市应
急管理局、市税务局主要领导带头走访帮
带，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三线精
神”，营造爱党报国良好氛围；市直机关工委
党员大力开展“树志向”主题活动，为帮带户
及时送去金秋助学款，鼓励年轻一代立志
向、报党恩；市招办对参加高考的军属烈属、
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子女提供高考志
愿指导、录取信息反馈服务。

市直机关各部门单位领导干部身体力
行，带头深入开展“服务三五家普通群众、带
动十几人爱党报国”活动。

市人防办负责人走进米易县白马镇棕
树湾村，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听
取基层群众意见建议，走访慰问结对联系
户。市第一强制戒毒所负责人得知戒毒人
员刘某 13 岁的女儿被拐骗的线索后，通过
协作机制流转线索，经攀枝花、重庆两地警
方共同努力，将刘某被拐骗至重庆的女儿成
功解救回攀，并联系社区为刘某高龄母亲和
未成年女儿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确保其生
活稳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
得知西区清香坪群众陈立未领到工资，也找
不到所在公司管理人员的情况后，多方联系
到该公司负责人，向其讲解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和违法后果，促使该公司足额支付了拖欠
陈立的2800元工资以及另外十几名劳动者
的工资。

部署春节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和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真诚帮带群众 激发爱党报国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