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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决定公司注销，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甘孜州海螺沟景区藏弥生态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
由中江县城市建设建筑公司

承建的道孚县劳动保障和就业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及八美镇中古村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工程, 工程已
全部竣工。凡与本公司就两工程
项目中所涉及的人工费，材料费
等费用，与该工程项目部尚未结
清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限 45 日内持有效证据来我公
司(地址: 中江县凯江镇城西路
120 号 ，联 系 人 ：李 文 凛 ，电 话 ：
13890293057)申报、核实、登记确
认,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由此所
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经济责仼
和后果均自行承担，我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仼。

特此公告！
中江县城市建设建筑公司

2018年8月24日

公告

遗失启事
石渠县档案局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渠县支行开立

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账 号 ：583101040004344，核 准 号 ：
J6823000012301)遗失作废。 石渠县档案局

甘孜州人民医院发出生证明，出生为2010年12月27日的出
生证明遗失作废。 公果尼玛

理塘县保健院发出生证明，编号为：R510437895遗失作废。
洛绒土登

中共甘孜县委党校在农行甘孜县支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2581101040005640，核准号：J6818000015302）遗失作废。

中共甘孜县委党校

来源：四川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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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2775万元大奖得主现身
竟然又是巴中南江人

编辑：甘孜福彩网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8097期开奖号码01 02 17 20 25 28 13
3D 2018227期开奖号码 9 7 7
七乐彩2018098期开奖号码 04 05 10 11 14 16 29 12

甘
孜
福
彩
视
窗

甘
孜
福
彩
视
窗

2018 年 8 月 19 日晚福彩双色球游戏进
行第 2018096 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红球：
01、05、09、20、28、32；蓝球：12。

全国一等奖共23注，四川中出7注,其中
成都中出6注、德阳中出1注。然而7注一等奖
分别出自：

成都新都如意大道49号第51010840号
投注站（5注）、

成都大邑县东大街 42 号第 51010988 号
投注站（1注）、

德阳绵竹大南街 454 号第 51060110 号
投注站（1注）。

当期一等奖单注奖金555万元，四川彩民
当期累计揽获奖金超3885万元！据悉，这也是
2018年截至目前，四川彩民在双色球游戏中
单期出奖最多的一期！

成都2775万元大奖得主现身
竟然又是巴中南江人

四川双色球有一处大奖福地，那就是

巴中南江。早在 2012 年，四川彩民曾中得
2.6 亿巨奖，就出自巴中南江，当时彩民倍
投了 50 倍，一举揽获奖金 2.6 亿元，至今
2.6 亿元巨奖也位居四川双色球大奖榜第
一名，无人超越！

就在今天，成都2775万元大奖得主现身
省福彩中心，他一脸幸福和喜悦走进兑奖大
厅办理兑奖手续，“我们老家真的是福地哟，
我就是巴中南江人，之所以买双色球就是因
为我晓得我们老家有人中了2.6亿，从那之后
我就开始每期机选双色球，没想到我今天也
来领奖了！”领奖者小许（化姓）开心得给兑奖
大厅工作人员讲诉自己的买彩经历，当期小
许就是机选了 2 注号码，分别通过了 5 注倍
投，中得累计奖金2775万元，实在幸运！

关于奖金安排，小许说，首先要在成都买
套房子！在成都打工许久的他，一直没有属于
自己的房子，这下就再也不用租房生活了。剩
下的奖金还是准备进行适当的投资。

（紧接第一版）他们围绕脱贫攻坚、依法治州、城乡
提升、交通先行、产业富民、生态文明建设、政协协
商、深化改革、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开展了27个
调研课题的成果汇报；他们谈认识、谈体会、探思
路，结合实际介绍各自课题组开拓工作新格局的
创新思路、务实举措，现场交流充分、气氛热烈。

思想的火花，在热烈研讨中激荡；前行的力
量，在深入交流中汇聚。大家普遍认为，这既是一
场“头脑风暴”，又是一次“思想洗礼”，更是一次

“脑洞大开”的战略谋划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

我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自开展以
来，如春风浩荡，冲击着旧的思想藩篱，震撼着广
大干部群众的心灵，人们的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甘
孜大地的朝气更加蓬勃；全州上下以习近平总书
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书记彭清华来
州视察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紧密结合州情，进
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全
方位扩大开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提供坚强思想保
障，奋力开创甘孜各项事业新局面。

“头脑风暴”凝心聚力
自我州开展“大学习”活动以来，全州上下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省委书记彭
清华在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读书班上的讲话。准确把
握和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事关治蜀兴
川全局的“六个重大问题”；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
省委对全省干部队伍的“五项履职要求”；准确把
握和深刻理解州委提出的“甘孜五问”和对党员干
部提出的具体要求。

如何深入学习省委、州委关于“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的决策部署？如何深刻领会精神
实质，抓好贯彻落实？

在“大学习”活动中，全州各级党委(组)通过
党委(组)会议、党支部大会、干部职工会、专题学
习会等形式，分专题开展集中学习。各级党委(组)
还组织干部职工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开展学习
研讨和体会交流，把学习内容作为县委党校、行政
学院教育培训的必修课，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课和党课的主要内容；举办全县科级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读书班，对全县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全覆盖
学习培训；采取干部大课堂、农民夜校等多种形式
组织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同时，我州还结合抓好个人自学、抓好宣讲辅
学、抓好参观导学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活动。注重
发挥大学生村干部、退休村组干部、基层老共产党
员等群体和农民夜校、干部大讲堂、道德讲堂的作

用，运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身边的案例，把思想
讲透彻，把理论讲鲜活，广泛凝聚起建设美丽生态
和谐小康甘孜的强大精神力量。

敞开大门搞讨论
自我州“大讨论”活动开展以来，全州上下围

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
富内涵，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省委、州委决策
部署，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从多个方面开展大讨论，包括如何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如何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实质；
如何把握省委书记彭清华讲话精神要义；如何把
握州委书记刘成鸣的讲话精神重点。

同时，全州各县（市）、各级各部门结合自身实
际展开积极讨论，包括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如何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帮助老百姓发展富民产业，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何把握新时代甘孜发
展所处历史方位，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如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抓好生态建设等。

为将“大讨论”活动落到实处，全州各地各部
门纷纷行动。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结合基层
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特点，做专题报告，
并与大家座谈讨论，研究解放思想的着力点和改
进工作的突破口；各部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方式，在召开支部讨论会进行分散讨论的基础
上，组织解放思想讨论会进行集中研讨，让思想
在学习中解放，让观念在碰撞中更新；各县（市）
聚焦“关键少数”、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问题导向
为指导方法，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特点，灵
活组织讨论。

在大讨论中，全州上下还不断创新载体，通过
支部讨论会、专题宣讲、问卷调查、媒体专栏、网上
论坛、征文活动、公益广告等各种形式推动大讨论
活动深入开展。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通过大讨
论，大家积极查找发展落后的思想根源，看清思想
观念落后造成的危害，增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
自觉性、坚定性；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重点破除
自满自足、封闭僵化等落后观念，树立改革创新、
以人为本等新的发展理念，用“大讨论”的成果来
推动工作开展，确保“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

活化形式问民计
“现在村里羊肚菌产业已见成效，但大家感觉

到交通成了最大障碍，特别是通乡公路，已不能满
足当前产业发展的需要”“作为合作社负责人，希
望政府加大对大棚等基础设施投入的扶持力度，
并加强实用技术指导”……

“羊肚菌产业夭折的原因是大棚建造标准
低、抗雪灾能力差，且合作社管理不当、凝聚力不

强。”经过深入调研分析后，康定市麦崩乡敏迁村
第一书记呷绒登珠和村两委一致认为，在敏迁村
发展条件最成熟的仍是羊肚菌产业。敏迁村要将
羊肚菌合作社收归集体，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的管理模式，并以村两委的名义借款45万元，重
新搭建了40亩羊肚菌大棚，维修加固了20亩老
旧大棚。

康定市麦崩乡敏迁村的产业发展，只是我州
“大调研”活动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分析现状、剖
析问题、精准把脉，自“大调研”活动开展以来，全州
上下通过“农民夜校”、坝坝会等形式，围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话题与村民面对面交
流，提振了大家自力更生、脱贫奔康精气神。

今年以来，我州按照省委、州委要求，由州领
导领题，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这一核心主题，开展“大调研”活
动。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
扣经济高质量发展，把准时代脉搏，了解真实情
况，总结实践经验，理清发展思路，完善有力举措，
并结合甘孜实际，提出有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
的措施办法，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他们带着问
题、结合职能，下深水、察实情，到基层一线与群众
面对面交流，真正了解群众诉求、发展难题、民生
短板、潜在风险，拿出可行管用的办法举措解决具
体问题，为推动治蜀兴川和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
康甘孜作出积极贡献。

在此次“大调研”活动中，关于甘孜藏区打赢
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实现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路径研究也成了重要调研课题之一。该课题
对我州打赢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进行全面分析，
结合现实基础、机遇挑战，深入研究阶段目标任
务，提出工作要求、实现路径和创新举措，明晰今
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同时，在我州
已形成的27个重点调研课题中，还包括实施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提升战略对策和措施研
究；实施产业富民战略研究；生态经济发展政策措
施研究；乡村振兴战略重构农牧产业体系研究；依
法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的路径和思考；中小学教
学质量现状调研与思考；交通发展对策研究和全
域旅游发展研究等多个方面。课题组牵头负责人
围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城乡提
升、产业富民等方面提出了办法和思路，共同为全
州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大调研’坚持问题导向，增强了调研针对性
和示范性。”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大调研”针对重点问题，既摸清
综合情况又了解典型案例，既听干部意见又听群
众意见，既了解成绩经验又发现问题不足，真正把
各方面情况摸清吃透。同时，课题组负责领导全程
参与调研工作，以上率下，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群
众，亲自调查、亲自研究、亲自撰写调研报告，增强
了调研示范性。

“头脑风暴”激发“奋斗热情”

（紧接第一版）以东道主的
身份参加省民运会更是机
遇难得，切实担负起展示
甘孜形象的责任、模范遵
守赛风赛纪的责任和展示
甘孜群众体育竞技水平的
责任。要严格遵守反兴奋

剂等各项纪律规定，做到
干净参赛、公平参赛；要严
格遵守各项参赛规定和赛
事准则，自觉遵守社会公
德和法律法规，文明参赛，
展示好甘孜人民热情友
善，感恩正直的良好形象；

要严格遵守赛事经费管理
规定，做到廉洁参赛。

省第十五届民运会筹
委会相关人员，甘孜代表
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
裁判员参会。

记者 刘小兵

规范参赛 展示形象

（紧接第一版）成都市青羊
区委交流了藏区对口援建
工作经验，成都市就业局
交流了就业扶贫对口帮扶
工作经验；得荣县委和甘
孜州、阿坝州、色达县、九
寨沟县、小金县人社局分
别从不同角度交流了就业
扶贫工作经验；甘孜州人
社局为州级就业扶贫基地

（车间）授牌并发放奖补资
金。

会议要求，藏区人社、
就业部门要按照全省精准
脱贫“秋季攻坚”“冬季冲
刺”的要求，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人不卸甲、
马不解鞍，对标补短、突围
突破，确保年度工作任务
圆满完成，确保就业扶贫
再战再胜、连战连胜。一是
在动态掌握数据上要再精
准。要严把扶贫对象识别
关，及时更新贫困劳动力
信息，搞好数据的比对复
核，真正做到识真贫、扶真

贫、脱真贫。二是在技能培
训上要再发力。要明确培
训方向，加大资源整合力
度，创新培训方式，强化培
训监管，进一步提高技能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在转移就业上要再攻
坚。要积极搭建供需对接
平台，鼓励本地企业吸纳，
大力扶持农民工返乡创
业，规范开发公益性岗位，
促进藏区贫困劳动力多渠
道转移就业。四是在东西
部协作和对口帮扶上要再
加强。要抓住东西部协作
和省内对口帮扶藏区这一
难得的政治机遇，与对口
支援地区建立劳务协作长
效机制，推动东西部劳务
协作和对口帮扶各项工作
落地见效，争取更多的资
金用于就业扶贫工作。五
是在宣传引导上要再用
力。要总结推广藏区深度
贫困县就业扶贫工作中的
经验做法，挖掘一批工作

亮点，选树一批先进典型；
要继续抓好就业扶贫示范
村的创建工作，充分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要以就
业扶贫政策宣传为重点，
帮助藏区贫困群众了解政
策、掌握政策、享受政策；
要宣传藏区各级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对就业扶贫
的重视和支持，营造全力
推进就业扶贫的良好舆论
氛围。

省就业局、成都市就
业局、成都市青羊区人社
局和就业局负责同志，甘
孜州、阿坝州及 31 个深度
贫困县的人社局、就业局
负责同志，云南省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德钦县人社
局负责同志，成都市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代表、成
都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
表、甘孜州州级就业扶贫
基地代表参加会议。

县委中心报道组
强巴真追

四川藏区首个就业扶贫
公共实训基地在我州揭牌

（紧接第一版）为137406名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学杂费
补助10611万元，为98500

名学生发放寄宿制生活补助
7269万元，为137406名中
小学生免作业本费补助资金

249万元；为14465名普通高
中学生免除学费和课本费
2910.2万元。 州教育局

我州抓实教育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