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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海事强化船舶监管
系牢水上交通“安全带”

广告

公 告
我公司因经营原因需作经理变更登

记，特向社会承诺 :我公司成立以来，不

存 在 非 法 集 资 及 集 资 诈 骗 等 涉 非 行

为。如有不实，请在登报后 7 日内向遂

宁市船山区打非办、公安局、金融办、工

商局反映情况。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

法律后果。

特此公告

四川省兴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7日

公 示
遂宁康佳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拟

在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南路建设

PCB 基地工业废水处理厂二期 (康佳工

业污水厂 )项目。我公司正在委托信息

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的有

关规定，我公司已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告于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 http://
snjkq.suining.gov.cn/), 欢迎广大群众提出

宝贵意见。

遂宁康佳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7日

公 告
我公司因经营原因需作经理变更登

记，特向社会承诺 :我公司成立以来，不

存 在 非 法 集 资 及 集 资 诈 骗 等 涉 非 行

为。如有不实，请在登报后 7 日内向遂

宁市船山区处非办、公安局、金融办、工

商局反映情况。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

法律后果。

特此公告

四川永逸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5日

一、规划项目名称和规划概况
规划项目名称：中国红海生态旅游

度假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范围：中国红海生态旅游度假

区位于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城南郊，北

至任家桥村、南至高速公路出入口、东

至燕桥村、西至曾家店村，占地面积 8 平

方公里。

规划建设内容：根据总体结构和功

能布局，本次规划范围内重点建设内容

包括古镇题材区、宗祠文化题材区、康

养题材区、乡村题材区、酒文化题材区、

爱情文化题材区六大区域。配套建设

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电讯工程、

燃气工程、环卫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安

全信息工程、防洪防汛工程。

项目建设将产生一定量的废水、废

气、噪声及生活垃圾。工程采取一定的

环保措施后可有效减缓其环境影响。

对生活污水，规划区拟采取污水提升器

和污水提升泵站进行双重提升后接入

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宝梵污水处理厂进

行处理达标后，外排至地表水体；规划

区内采用清洁能源作燃料，餐饮单位通

过安装油烟净化等措施将油烟处理后

排放；对生活垃圾及污水站污泥拟统一

收集后定期送蓬溪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处理；对规划区内交通噪声拟采取禁

鸣、限速等管理措施加以控制，禁止沿

街商铺使用高音音响设备，禁止在旅游

区内燃放鞭炮、爆竹，以降低社会噪声

的影响，对敏感建筑物采取必要的隔声

防护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要求需要进行旅游区的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位应切

实落实本评价报告所提的各项环保措

施和对策，避免各种不利影响，在充分

保证环保设施的资金投入和正常运转

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考虑本项目是可

行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建设单位或前往建设地址查看。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将为公众提供

相关资料查询，环评报告简本查询服

务。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

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提出

对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及建议，但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

问题。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17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宝

梵镇华山村四社

联 系 人：李丽娟

联系电话：13778701403
联系邮箱：156468388@qq.com

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8日

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第二次登报公示

公 示
“金悦华府”工程项目一标段（1、2、

3、6#楼）的总承包施工单位已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变更为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

司。请在该项目一标段原施工单位参

与施工的各位施工人员，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之前带上相关手续到我公司办公

室结算领取应付工资，过期不集中安排

人员发放工资。

特此公示。

联系电话：0825-2218798
投诉监督单位：遂宁市劳动保障监

察支队

监督电话：0825-2226718
四川瑞泽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部门联动
船舶处置和防汛安全并重

我市砂石资源国有化改革已全部结束，但

仍存在着一些未进入砂石联合体公司的船

舶，这些船舶由于近几年未开动，且大多业主

日常也疏于管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近日，

射洪县欣诚公司对管辖区范围内过剩采砂作

业船舶进行分解处置的做法被全市各县区地

方海事系统“效仿”。

记者获悉，根据《射洪县交通运输局射洪

县河道采砂作业船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近

日，射洪县欣诚公司组织机械、人员率先对魏

准砂石场河道内船只 (川遂宁工 3111)进行切

割处置。在船只切割处置现场，记者看到一

台大型吊车、两台挖机及 6 名切割工人正在紧

张、有序地对处置船只进行切割。射洪县砂

石办、交通运输局、海事处、水利局、洋溪镇政

府到船只处置现场进行了督导。

据射洪海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处置

方案，海事处分区有计划地督促各平台公司

开展过剩采石船舶消化处置工作，实行周报

制度，及时了解工作进度和掌握情况，并协调

相关部门解决难点问题。目前，射洪县的过

剩船舶处置工作已初见成效，共拆解处置主

船 9 艘，货驳船 34 艘，其余处置工作力争 6 月

中旬完成，确保安全度汛。

“我们推广了射洪县的做法，采取评估入

股的方式对相关船舶进行上岸拆除，根除隐

患。”据我市海事部门负责人介绍，船舶处置

和防汛安全并重，射洪开展过剩采石船舶消

化处置工作目前已被各县区“复制”。

逗硬执法
标准化指南深得“水手”心

蓬溪县荷叶乡田家渡渡口是船山区老池

乡和蓬溪县荷叶乡彼此往来的联系枢纽，渡

口渡船是两地百姓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进入汛期以来，蓬溪县荷叶乡田家渡渡口

的客渡船老船工蒋武全严格执行“六不发航”，

早上出航前，都要检查船舶适航状况，还要看

看船上的救生衣是否放在了指定位置、数量够

不够。“一定是要天天检查的。”他说，汛期以来

海事部门在不定期抽查、交叉检查时都一再强

调要严格执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标准化工作

指南，让他的“安全”之弦绷得更加紧实了。

蒋武全的所做所讲其实是严格执行水上

交通安全监管标准化工作指南的缩影。去年

9 月以来，我市海事部门不定期抽查、交叉检

查，严格对标指南对船舶、船员、渡口、码头开

展管理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对城区客渡船超

员、砂石船超载等违法行为严管重罚。今年

以来，截至目前实施行政处罚 7 件，处罚金额

13 万余元。

隐患排查
严打非法违法行为

3 月初，我市海事部门就对今年汛前船舶

隐患排查、推进锚泊区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和

应急物资采购准备、加快巡航救助一体化建

设、非法码头整治、汛期安全巡查检查等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市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3 月底至

5 月上旬，我市海事部门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

半月的安全交叉检查，对全市涉砂船舶、客渡

船舶、乡镇管船站、旅游码头进行了全面检

查，摸清了防汛工作准备情况，排查安全隐患

13 起，建立了隐患排查清单，督促在汛期前彻

底消除隐患，且锁定了 55 艘大功率的拖轮作

为应急抢险船舶，确保安全度汛。

目前，我市已进入汛期，除了对船员的督

导、隐患的排查外，船舶的安全停靠工作也迫

在眉睫，我市海事部门已向市政府申请将各

县（区）锚泊区建设纳入市级督查、检查计划，

来加大督查推进锚泊区建设。

“2016-2018 年省下达监测巡航救助一体化

计划项目 3 个，分别是射洪县视频监控室建设改

造项目、射洪县 16米级海巡艇项目和船山区海巡

艇项目，目前船山区海巡艇已投入使用，其余两

项正有序推进。”该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海

事部门还将持续着力汛期安全巡查检查、严厉打

击非法违法行为、督促水工建筑项目完善水工手

续、全力推进信息化和巡航救助一体化建设等，

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再也不敢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了，被曝光

真的太丢人了。”6 月 11 日，射洪县的冯某某

夫妇主动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付清。至此，

冯某某夫妇在射洪县人民法院涉案标的 7 万

余元、涉及 7 件劳务合同的纠纷案件了结。

2013 年，冯某某夫妇在西藏承包工程，并

雇佣李某某等 7 名农民工在其工地务工。工

程完工后，冯某某未付清工人工资，只向工人

们出具了余款欠条。工人们多次催收未果，

便将其诉至射洪县人民法院，法院判决冯某

某夫妇限期内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但直到期

限截止之日，冯某某夫妇仍未付清工资。

无奈之下，工人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后，法院向冯某某夫妇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执行文书督促其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收到执行

文书后，冯某某夫妇仍一直未主动履行案款

和报告财产。

于是，法院采取网络查控措施，冻结并扣

划了被执行人冯某某账户内的存款 4000 余元，

并支付给其中一名农民工。经查，冯某某名下

有一套住房，射洪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房屋进

行了查封，但因该房屋价值远大于申请执行标

的，不具备处置条件，加之暂未发现被执行人

有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射洪县人民法院将冯

某某夫妇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今年 6 月，射洪县人民法院为提高失信惩

戒力度，增加“老赖”曝光度，启动为期 3 个月

的“失信大曝光”活动，通过在官方微信、微

博、户外 LED 显示屏和电影院、各乡镇等线上

线下的媒介上，全方位曝光了 268 名失信被执

行人和 7 家公司法人，而冯某某夫妇就在曝光

名单中。

该名单一经发出，这些“老赖”彻底“火”

了。很快，冯某某夫妇收到亲戚朋友转发的

信息，顿觉颜面扫地。迫于各方舆论压力，二

人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愿意回来履行

所有案款。6 月 11 日，庄某某到法院将剩余的

6 万多案款一次性全部履行完毕。

（师延兴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夫妇俩西藏包工拖欠农民工工资

被曝光后 他们一次性履行案款

遂宁，水资源十分丰富，有涪江、
郪江、梓江、琼河4条河流，河道总里
程达453公里，其中，干流193公里，
支流260公里，有41处渡口。全市共
有登记船舶 977 艘，其中涉砂船舶
892艘、客渡船舶67艘、大型旅游船3
艘、公务船艇14艘。船舶主要分布在
涪江沿岸，涉砂船舶重点集中在螺湖、
郪口、红江、桂花、老池等11个片区。

船舶的安全监管直接关系着汛期
安全，当前正值汛期，全市海事系统全
面进入“警戒”状态，有序推进对客运
码头、水运企业、渡口的船舶管控，确
保船舶安全适航、水上交通安全。

水上应急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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