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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弃婴

生父母公告
2022 年 9 月 2 日，镇雄县

罗坎集镇处发现一名女性弃

婴，身旁附有纸条，注明出生日

期为8月16日。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陈丽联

系，联系电话：0870-3832568；

联系地址：镇雄县旧府街道营

盘社区敬老院组。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

镇雄县社会福利院

2023年3月18日

昭通仲裁委员会公告
赵庆维：

昭通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本会已受理，受案号为：

〔2023〕昭仲裁 10 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申请人证据材料》《仲裁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昭通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

册》《选定仲裁员通知书》《仲裁

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仲裁风

险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联系电话：0870-2249958

特此公告

昭通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8日

登报作废
彝良县玉嘉幼儿园不慎

遗 失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证 号 ：

52530628MJT3455026；有 效

期：自 2020年 8月 26日至 2025

年8月25日。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鲁甸县鼎盛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在中国农业银行鲁甸

银都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7342000114601；账

号：24032401040004378；编号：

7310- 00315908。 特 登 报 作

废。

登报作废
昭通蓝迈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昭通西城支行办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7340002014001； 账 号 ：

53050110404100000326；编号：

731098603888。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鲁甸县价格认证中心不慎

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321227755172329。特登报

作废。

登报作废
盐津县华家沟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1 枚，字

样：盐津县华家沟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 5306002001819。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水富市两碗镇社会工作服

务站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2530630MJ00217406；

有效期限：自 2019年 8月 31日

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特登报

作废。

【有事要问】在他人的借条上签字需要承担责
任吗？

【身边案例】张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王某借款，
但王某要求张某提供担保。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张
某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小周，张某和王某签订借款
合同后，小周在合同最后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注
明了日期。眼看约定的还款时间已到，但张某一直
未还款，找到张某才发现他已无力偿债，找到小周，
小周却说只是去做个见证，请问小周需要承担保证
责任吗？

【意衡律师解答】民法典规定，在借据、收据、欠
条、借款合同上签字的，未表明签字者保证人身份或
者承担保证责任，也没有其他事实表明其为保证人，
签字者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小周无须承担保证
责任。

昭通 市 司法 局 审稿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在他人的借条上签字

需要承担责任吗？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雷锋
精神，近日，昭通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志愿
服务队到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和鲁甸县砚池街
道幸福广场参加 2023 年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主
题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市民发放福彩知识宣传单，
认真地为他们讲解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发行宗旨、“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
化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等，并安排了
有奖问答小游戏，为答题的群众送上帆布袋、帽子等
小礼品。

在这次志愿服务活动中，昭通福利彩票管理中
心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让更多人了解福彩、
心向公益，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雷锋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昭通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

昭通市福彩管理中心参加

全市“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通讯员 王申胤

近日，笔者走进彝良县政务服务
中心，只见前来办事的群众络绎不
绝，工作人员引导现场办事群众取
号、等待，整个业务办理秩序井然、高
效快捷。

今年以来，彝良县政务服务中心
以“功能完善、环境温馨、快捷便利”
为理念，倾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
有内涵、有气质”的文明形象，先后设
立了综合业务窗口、自助服务专区、
网上业务专区、母婴室等，尽力在各

个方面给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温馨
便捷的服务。同时，充分利用办事群
众集中的特点，不断细化窗口设置、
办事流程，集中将市场监督管理窗口
统一设置在大厅一楼正对大门处并
明确了企业、个体专区，实现了精准
引导、合理分流。目前，彝良县政务
服务中心进驻 38 个部门，有工作人
员 121 人，可以为群众和企业办理事
项 1162个。

政务服务中心是政府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主要窗口，彝
良县政务服务中心始终秉承以文明

创建引领服务创新，全面深化政务
服务便民化改革，积极推进“一网
通办”“一窗式受理”等服务举措。
彝良县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人说：

“大综合窗口已经正式投入运营，
受理和办理分开，让群众真正实现
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最多跑
一次。”

“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

事”，彝良县政务服务中心以高

标准推动政务服务为目标，着力

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完善便民暖

心设施、树立优质窗口形象，让

企业、群众充分感受到便利，努

力把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成为文

明创建的亮丽窗口、为民服务的

高效平台。

彝良政务服务中心：

只进一扇门 办成所有事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迎着美好
春日，即开型福利彩票新游戏“出彩兔子”上市了。
在癸卯兔年推出这样一款彩票游戏，恰逢其时。

春暖花开、草木葳蕤，出彩与春季不谋而合。
踏青写生，是自古以来最受欢迎的春日活动，“岁岁
春草生，踏青二三月”“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
半出城”……从古诗文中，不难发现踏青写生与春
季有着很高的适配度。

“出彩兔子”票面设计活泼灵动，红黄蓝绿颜色
和谐，多彩中孕育着生机，明媚中传递着希望，颇有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意境。
该票面玩法区布局巧思、置于调色盘之上，与整

个画面巧妙地融为一体，保留了票面的意境与美感。
该款彩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1万元，有12次中

奖机会，共设7个奖级，刮开覆盖膜，刮出任何奖金金
额，即可获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兔年的出彩
生活，由“出彩兔子”开启！ （云南福彩发行中心）

福彩刮刮乐

新游戏“出彩兔子”精彩上市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 通讯员 王 金）近日，云
南省企业年报“精细化”管理昭通（试点）应用平台上
线运行，标志着昭通市“5G+市场监管”迈出了关键
一步。

该平台主要有历年企业年报公示重要信息数据展
示、本年度企业年报实时情况调度、精细化分类管理应
用、人工智能预警提示四大板块；对市场主体经营状况、
信用状况具有多维度、多角度分析评价功能，可通过人
工智能预警提示，实现“点穴式”精准提醒和异常数据
发现处置，能大量节省监管执法资源，是有效破解监管
力量与超大规模市场主体不相适应的有效手段。该平
台的上线运行将成为助力市场监管科学化、智慧化的
重要改革举措，对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优化营
商环境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据云南省企业年报“精细化”管理昭通（试点）应
用数据统计，2022 年完成的全市 2021 年度企业年报率
达 98.0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4.15 个百分点，接近全
国先进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公示率为 96.39%，
高于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年报率 4.7 个百分点；
个体工商户年报公示率为 92.36%，高于全省个体工商
户平均年报率 12.75个百分点。

云南省企业年报“精细化”管理
昭通应用平台上线运行

3月17日，昭通元宝山体育馆车展开幕。记者在体育馆内看到，现场人
来人往，热闹非凡，了解汽车性能、特点、价格和选车、试驾的人群络绎不绝。

据了解，此次车展共举办3天，有市内20多家汽车销售商展出200多辆
各类汽车。 记者 王明贵 摄

昭通元宝山体育馆车展开幕

近年来，水富市聚焦民生领域问题，加大市场巡查检查力度，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图为水富市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在某公司锅炉车间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通讯员 王善美 摄

水富强化市场巡查

本报讯（记者 刘静涛/文 张广
玉/图）3月16日至17日，昭通日报社
组织部分干部职工到挂钩帮扶的永
善县永兴街道明子村、马路村开展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一对一”入户走
访，对产业发展、媒体如何助力乡村

振兴、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等情
况进行调研，并结合永善县乡村振兴
工作实际需要，对永兴街道16个村的
干部进行文明礼仪、操家理务培训。

在永兴街道，昭通日报社第一党
支部书记刘静涛以《如何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基层干部特别是女同胞的作
用》为题，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昭通日报社邀请收纳整理师吴
海燕对村“三委”干部进行家庭收
纳常识讲解，并对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等工作给出更科学合理的方案。

在马路村，市人大代表刘建忠
为群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昭通的交通之变引导大家感受身边
的变化，引导大家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吴海燕在现场进行了物品
归类整理、简单衣物折叠收纳等实
际操作，并进入农户家中进行实地
指导。

接下来，现场接受培训的永兴街
道各村“三委”干部将带着培训吸收
到的知识和技能，深入到各村开展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和操家理务培训，
切实把昭通日报社送去的实事办理
成果送到更多群众身边，为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作贡献。

昭通日报社到挂钩村办实事
本报讯（通讯员 许 鹏）为进一步

强化校（园）长安全责任意识，提高校
园安全管理水平，连日来，威信县深
入开展 2023 年校园安全管理业务
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四川
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会心理学教
授，云南省食品安全协会负责人，云南
凌云律师事务所教科文卫法律事务部
负责人及威信县公安局、威信县人民
检察院、威信县疾控中心相关安全专

家进行授课。在培训中，授课专家分
别从如何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校
园传染病防控、学校食品安全管理、预
防校园欺凌、预防学生打架斗殴及校
内外学生住宿安全管理、校园消防安
全管理以及教师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
了专题讲解。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
容丰富，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进一步
提高了校园安全管理意识，回去后将
认真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工作。

威信开展校园安全管理业务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刚述）阿都
村地处彝良县角奎街道西北部，距县
城5公里，有国土面积9.32平方公里，
辖 10 个村民小组，共有 736 户 2589
人，村党总支下设5个支部，有党员49
人。自省级美丽村庄建设项目实施
以来，彝良县抢抓机会，强势推动项
目建设。

搭建班子，理清思路明责任。由
彝良县委统筹推进，将项目建设纳入
县委书记“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作
为街道党建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层层
压实责任。

抓住机遇，补齐短板强弱项。抓
住中组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东
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等机遇，争取到
中组部“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资金
400万元，沪滇镇镇结对帮扶资金 150
万元，美丽村庄建设资金 392.3万元，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资金124.5万元，引
水渠维修资金 154 万元，林草局绿化
资金50万元。

讲好故事，助推农文旅融合。深
挖红色资源，建成红色书屋、环湖红
色文化步道、文化墙等，将红色元素
植入其中，提升村容村貌。通过编排
情景剧，开展红色微党课活动等，着

力营造阿都村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
整合资源，多种渠道助增收。闲

置资源盘活，将原游客接待中心改造
为“红色驿站”，为游客提供阅读、品
茶休憩空间；将村集体闲置土地改造
为水果采摘园，游客可认养果树，体
验采摘乐趣；将村集体闲置水塘改造
为“红色漫步”区，为游客提供垂钓、
亲子互动空间等。同时，还组建“红
色劳务施工队”，主要由有技术、懂管
理的18人组成，并吸纳在家闲置劳动
力 45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9人），为高
铁建设、精品示范村建设等项目提供
劳务服务，实现务工收入210余万元，
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创收12万元，带动
群众人均增收 2 万元。在产业布局
上，已实现规模化种植樱桃935亩、花
椒 942 亩、竹子 1500 亩。2022 年，实
现种植业产值 152.84万元，人均增收
679元；动员外出务工 260人，实现务
工收入1170万元，人均增收5197元。

此外，村“两委”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建立“党支部+村民代表+农户”的
治理网格体系，组建红色志愿服务
队，引导群众开展“两污”入地、操家
理务等活动，让直接受益者变成治理
主力军。

阿都村多措并举建美丽家园

◆通讯员 黄成元 李昌忠 吉秋园

和风送暖，大地回春。时下，盐
津县普洱镇灯草村草莓园的草莓长
势正好。

走进草莓大棚内，翠绿的草莓叶
子下，红彤彤的草莓犹如小灯笼一般
镶嵌在地里，果香四溢。随着草莓的
陆续成熟，采摘园吸引了不少周边游
客前来尝“鲜”。

为保证草莓的品质，吸引游客前
来采摘，草莓园在草莓品种的选择和
种植方面下足功夫，精心选择巧克力
草莓、奶油草莓和白草莓 3 个品种。
为保证草莓口感，还购买了 10 桶蜜

蜂，进行自然授粉，全过程不喷洒任
何农药。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提着篮子穿
梭在各个大棚之间，开心地体验采摘
草莓的乐趣。

“这个草莓好，又红又甜。”游客
胡先慧一边采摘草莓一边说道。

近年来，灯草村结合实际，流转
村内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按照“党支部+企业+基地+农
户”的模式，引进浙江种植大户种植
草莓。打造了一个集生态观光、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草莓种植基地，带
领周边的百姓一起增收致富。同时
也满足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

费需求，草莓采摘体验成为了灯草
村推动乡村休闲旅游的一张亮丽名
片。

截至目前，灯草村有草莓大棚 25
个，每年产出草莓 18.75吨，年产值可
达75万元。

草莓种植大户封卫娟说，草莓成
熟时每天都要接待五六批游客，大部
分草莓供游客入园采摘，其余的销往
周边城市。

现在正值草莓采摘旺季，用工
量大，这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业增
收的机会。截至 3月，草莓园总收入
为 18 万余元 ，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100余人次。

下一步，灯草村将围绕建设“生
态保护示范镇，商贸流通枢纽镇，特
色产业发展基地”的目标，以果蔬产
业为定位，依托草莓园基地，带动村
民一起种植绿色有机草莓，实现增收
致富。同时，由村集体经济股份联合
社牵头，在采摘园周边打造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让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灯草村：草莓红了“钱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