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张贵仁 美编 黄敏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社会
2021年10月26日 星期二

07

为您服务 8678415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
办
点

广
告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草市街 13308064232� � � �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玉林分部 13348994832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 �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 �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 �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栏目法律顾问：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 咨询专线：13678000236

房屋租售
●都江堰天府丽都一栋五层楼
销售、出租，面积5200平米。 联
系人颜先生15292851335地址
都江堰天府大道金江路310号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锦江大道368号3栋1楼1
号、2号（部分）、4号、366号（部
分）、376号商铺509.34平方米
的商业物业进行公开招商，本
次招商业态为连锁快餐、餐饮，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资 产 管 理 部 ， 电 话 ：028 -
87776969。

声明·公告
●廖雪眉购买中信城右岸26-2
-906号房， 首付款2万元，收
据号00083263， 房款1178073
元，收据号00083374，申请收
据遗失作废。
●金苹果国际美语幼稚园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25
101090016071）遗失作废。

●薛正全身份证（5101041979
0721457X） 于2021年10月24日
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董丁遗失工作证， 证号：51
193237，声明作废。
●高新区席罐胡氏罐罐饭餐饮
店公章（编号5101095425606）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中金卫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 （编码:5101055165857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景天重楼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75597731遗
失作废。
●彭州市刘汉刚生猪养殖家庭
农场刘汉刚法人章编号510182
0030122，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820030121， 公章编号510182
0014661，均遗失作废。

●朱聪513701198401150119,20
19.3.26获批的普通外科副主任
医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遗失
●成都中茂物流有限公司黄金
平法人章 （编号：5101250092
70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云锋投资有限公司出具
给钟林购买金都华府一期4-1-
14-4的房款收据编号0013481，
金额145913元遗失，声明作废
●苗志军伤残军人证遗失流水
号00511725,编号川军A000102
●成都希维纳门业有限公司，
蒲林法人章 （编号：51012450
67099）遗失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投资促进局工
会委员会公章编号5101259005
94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590
05950、潘峰法人章编号510125
9005951遗失作废。

●成都南莱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8P1UR6X） 正
副本、公章（编号：5101085308
839）、 财务章 （编号 ：51010
85308840）、 发票章 （编号：
5101085308841）、 李 迪 法 人
章 （ 编 号 ：5101085308842）
均遗失，声明作废。
●郫县中德尚信不锈钢经营部
营业执照料正副本、 公章（51
01008864401） 财务专用章（5
101008864403） 法人章 （5101
008864404）遗失作废。
●武侯区付瑶鲜肉店发票专用
章编号 ：5101075602295遗失
作废。
●四川上层酒业连锁有限公司
高新区紫荆店公章 （编号：51
01095208363）遗失作废。

声 明
四川茂隆泓昌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4667552786Q）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
名章各一枚等印鉴遗失，声明
作废。
●成都怡成百嘉鞋业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51586
2遗失作废。
●四川鸿通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9933603遗失
作废。
●四川云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杰生法人章 （编号 :510107
5118838）遗失作废。
●成都维美特贸易有限公司陈
梦玲法人章编号51010095472
93遗失作废。

●成都点滴汇聚科
技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5101095471733
遗失作废。
●四川辣谱辣谱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刘志兵法人章编号5101
075280798遗失作废。
●四川链泽大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974
578遗失作废。
●成都泉源堂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高新区天顺路药店，
公章 （编号：5101095891954）
遗失作废。
●成都新海润电气有限公司原
法人张颖法人章 （编号510100
6033909）， 原法人曹静法人
章（编号5101003049134）， 原
法人王蕉东法人章 （编号
5101090003648）均遗失作废。

●成都坤七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艾生瑶法人章编
号5101008493979遗失
作废。
●成都东晟源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5101009395198）遗
失作废。
●成都金玉蓉发科技有
限 公 司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75212983遗失作废。
●四川省壤巴拉慧科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32305012290）， 法人章
（姓名：林安东，编号51323050
12292）以上两枚印章声明作废

●成都喜春旺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4MA6ABJMM9A) 正本及
公章 (编码5101040513250)、财
务专用章(编码510104051325
1)、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040513
252)、 陈沙沙法人章 (编码51
01040513253)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建建摩托车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0107L75979930M），
公章编号 5101009418055，均
遗失作废。
●袁俐萍身份证(号码51082419
7902285882)2021.10.25日遗失

记者近日获悉，成都交警正
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挪用或假冒
非机动车号牌、闯红灯、逆行、侵
占机动车道、改装改型等突出交
通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

自10月18日至22日，成都交
警六分局查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447件。近日，该局还通报了几起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典型案例。

10月22日上午10点54分，成
都交警六分局民警在高新西区西
芯大道，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行为整治的过程中，一辆加装雨
棚的电动自行车朝检查点驶来。

民警立即挡下该电动自行车。经
检查，驾驶人王某某实施驾驶加
装、改装等改变非机动车外形结
构的违法行为。民警根依法对驾
驶人王某某作出50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并现场拆除加装的雨棚。

当天下午1点41分，六分局民
警在高新区益新大道与益园三路
交叉路口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挪
用了非机动车号牌，民警依法对
驾驶人胡某某作出5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现场：
采光井被封闭占用，
有人将其改装为书房

“采光天井平台已被邻居直接
改成了书房。”业主卢先生介绍，去
年10月他发现原本用来安放空调的
公用采光天井被邻居占用。业主李
先生遇到的情况与卢先生相似，邻
居违规搭建占用了采光通风井，“由
于万象城过道设计得很窄，邻居家
外开的门直接堵住了过道，而且开

门还打到我家人，多次协商，邻居拒
不整改。”

小区的另一位业主也表示，10月
份他发现3栋2号户型业主在装修时
拆墙违规搭建，占用该楼栋的采光通
风井，他们曾多次向物业反映，未得
到解决。

10月21日，记者在该小区看到，
部分楼栋原本的采光井平台，被改
建成了封闭式结构，采光受到比较
大影响。

对此，小区的物业表示，物业方去
年8月已经发现部分业主违建，也和
当事双方进行过沟通交流，并且下达
并张贴了整改通知书，但有的的邻居
并没有进行整改，但物业方没有执法
权，只得向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上报有关情况。

去年 11 月，攀枝花市东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要求华芝万象城小区物
业立即向违建业主下达整改通知，
责令业主自行拆除所封闭区域，恢
复建筑物原有设计功能。今年3月，
该局执法人员在小区张贴了限期自

拆告知书。告知书明确，逾期未拆除
的，将按照规定依法限制其不动产
权证书的领取及使用。

处理：
30户业主被限制不动产登记
和交易

不过，该小区的多名业主称，虽然
相关部门多次到现场进行处置，但部
分违建的业主并未按照要求进行整
改。

对此，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表示，针对万象城小区大规模占
用通风采光井搭建的情况，该局多次
组织执法人员会同炳草岗街道，对接
物业管理公司，要求业主自行拆除所
搭建的建（构）筑物。

目前，该局已将这30户业主拒不
整改的情况函告攀枝花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30户业主的不动产登记和交易
将被限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占用采光井违规搭建拒不整改
小区30户业主被限制不动产登记

从楼栋外墙可看出部分采光通风井被占用

陈洲阳表演现场

工人切割石方时
发现完整恐龙化石

据通报，10 月 18 日，隆昌市向阳
路东二段道路项目施工现场，有工人
在切割石方作业时，发现石块底板含
有疑似古生物的化石。接报后，内江市
委市政府、隆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保护措施，使
现场的化石得以较好地保护。

10月23日至24日，国家古生物化
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和四川省自然资源
厅组织中国地质博物馆、河南自然博物
馆、重庆市地质调查院、自贡恐龙博物
馆、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沈阳师范大学
古生物研究所、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
灾害防治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到现场进
行考察、评估。经确认，这是一具保存比
较完整的小-中型蜥脚类恐龙化石，是
隆昌市首次发现的完整恐龙化石。

或属于蜥脚类的新成员
有助于研究侏罗纪时期恐龙

据悉，化石产自隆昌市古湖街道

向阳社区 5 社，保存于距今约 1.6 亿
年前的晚侏罗世早期上沙溪庙组下
部巨厚层细粒石英砂岩中，呈盘旋
状，推算其体长约 10 米，部分颈椎、
尾椎和部分后肢骨骼已随石材取出，
目前尚有部分颈椎、背椎、肩带、前
肢、腰带、后肢骨骼以及尾椎印模仍
保留在施工现场。

评估组专家介绍，该具恐龙虽然
体型不大，但脊椎气腔构造发育充
分，颈椎短，尾椎短而粗，和四川盆地
晚侏罗世常见的马门溪龙类有较大
差别，可能属于我国还比较少见的蜥
脚类的新成员。它的发现，对于研究
侏罗纪时期恐龙的系统演化、生物多
样性、古地理格局、古环境变迁等具
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值得很好地保护
和研究。

目前，隆昌市相关部门已对恐龙
化石发现点进行 24 小时值守，并对
已经发掘的恐龙化石进行集中统一
存放、保护。下一步，隆昌市将按照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古生物化
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规定，按程序
开展该恐龙化石发掘等相关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隆昌首次发现完整恐龙化石
距今约1.6亿年 或属于我国少见的蜥脚类的新成员

10月18日下午，
四川隆昌市一工地在
采石过程中，发现疑似
古生物化石。对此，有
专家初步判断为蜥脚
类恐龙化石。10月25
日，隆昌市政府新闻办
通报确认，这是一具保
存比较完整的小-中
型蜥脚类恐龙化石，是
隆昌市首次发现的完
整恐龙化石。

技术人员现场测算恐龙化石骨骼大小

5天已查处447件违法行为

成都“电马儿”注意：这些行为将被严查

一分钟胸着地翻滚44个
成都10岁女孩再创三项柔术世界纪录

还记得“一分钟下腰叼花20
枝”的成都女孩陈洲阳吗？近日，
这位靠视频自学柔术的 10 岁女
孩又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10月23日下午，她在洛带古
镇再次发起“一分钟胸着地翻滚
最多次数”等三项挑战并成功创
造了新的纪录，现场获得欧尼森
世界纪录的证书。

这个项目中，陈洲阳需要身
体呈环形胸着地并往前翻滚。现
场“欧尼森世界纪录”认证官介
绍，该项目现世界纪录为42个。

下午 3 点过，陈洲阳的挑战
开始。现场围满了人，陈洲阳在长
约76米的垫子上翻滚，路过的观
众都齐声为她加油。1 分钟还没
结束，陈洲阳已经到了垫子末端，
完成了 43 次翻滚。垫子加长后，
第二次挑战中陈洲阳完成了 44
个，挑战成功。

稍作休息，陈洲阳开始了新
项目的挑战。第二个项目“1分钟
下腰叼花最多”与第三个项目“胸
着地翻滚前进20米用时最少”纪
录都是她自己创造的。当天，陈洲
阳也战胜了自己，在这两个项目
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2019年11月，陈洲阳在央视
节目中完成1分钟内下腰叼花24
枝（4 枝花掉出水桶）。家人将视
频寄给了吉尼斯后，在 2020 年 7
月收到挑战成功的吉尼斯纪录。

今年5月，陈洲阳发起了对“胸
着地向前翻滚20米用时最短”的吉

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结果以13.22
秒的成绩挑战成功。此外，她还拥有

“胸着地翻滚前进20米用时最少”
“一分钟下腰叼花最多”“一分钟无
支撑下腰叼花最多”“无支撑下腰叼
花最低”等多世界纪录。

陈洲阳的爸爸陈勇告诉记
者，女儿小时候家里没钱买玩具，

“她就自己玩。要么下腰后爬到你
脚边上，要么弯下腰跟着你跑。”
幼儿园的老师觉得陈洲阳底子
好，建议带孩子去学舞蹈。

现在，陈洲阳每周会去龙泉驿
区当地一家培训机构上舞蹈大课，也
会去另一位舞蹈老师那里上小课。

在陈洲阳的父母看来，孩子
在舞蹈方面存在可以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即使跳舞这条路没走通，
对孩子未来升学也会有帮助——
这也是他们最初带女儿去学舞蹈
的想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 王欢

采光井主要具有房屋采光、通风等功能。如果业主用钢筋混凝土材质
搭建违规的平台用于日常生活使用，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近日，四川攀枝花一小区的业主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反映称，小区
部分业主占用楼栋的采光通风通道，还违法搭建。该业主多次向物业反映
相同问题，却一直未得到解决。

该小区物业表示，在发现违建后，与当事业主进行了沟通，下达并张
贴了整改通知书，但有的业主并没进行整改，他们只得向相关部门报告涉
嫌违建的情况。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84期开
奖结果：61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22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04 07 12 15 17 19 27，特别号码：0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84期开奖结果：504，直选：
526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986注，每注奖金173元。
（44198484.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84期开奖结果：50412，一
等奖4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20984383.2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22期全国销售294005109元。开奖
号码：14 15 26 27 29 04+05，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105注，单注奖金120192元，追加
46注，单注奖金96153元。三等奖153注，单注奖金10000元。
（1186675748.27元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27期：
003331330001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21127 期 ：
03013331130311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1127 期 ：
03013331130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27期：03331222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24日)

足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