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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井研县一公租房小区
部分房屋被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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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734平方米13980435765李先生

声明·公告
●兹有龚显琼、 吴德聪遗失成
都公园九里一期04栋-206购
房收据（收据号：GYJL0003962,
金额：435678元）特声明作废。
●成都三豆哥餐饮店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0MA61XFC06W）遗失作废。
●聊城市黄河工程局四川工程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000243511）公章（编号：
5101008277827）、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8277828）、法人
赵兴光私章（编号：5101008293
243）遗失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省杂技家协会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经举办单位同意，与四川
省曲艺家协会合并， 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19年11月6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四川亿智祥源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60372163）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603
72164） 原法人余绍奇法人章
（编号：5101060372165） 均遗
失作废。
●四川嘉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章 （编号：510100826686
4） 杨炯成法人章 （编号：510
1009415080）公章（编号：51010
08266866）均遗失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卷

编委会办公室依据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1
月6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成都锐政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55181668）财
务章专用章（编号：5101055181
66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帮帮团建材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89919
312），缪诚法人章（编号：51010
85066516）遗失作废。
●成都缘新生代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张聪法人章（编号：510108
9900941）遗失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我单位原职工张贵胡，因

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 （十条
禁令）。本单位依据《劳动合同
法》 及单位相关规章制度已于
2019年10月23日与其解除劳动
关系。特此公告！
成都居然之家家居有限公司金
牛分公司 2019年11月8日
●青羊区聚境米香缘饭馆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5MA6CLC866J） 及公
章 （编号：5101055110381）、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10998
0）均遗失作废。
●郫都区源昕石材经营部财
务专用章 （编号：5101245074
622）遗失作废。
●成都明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8355364）
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园林技术工程公司

与成都市干道建设指挥部集资
建房收据（编号：005567）原件
已遗失，特此公告。
●成都市世纪环球投资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8841369）
遗失作废。
●成都美晨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 （ 编 号 ：5101003026554）
遗失作废。
●成都蓝月星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
8200980） 漆桂树法人章 （编
号：5101008200981）遗失作废。
●四川杰胜达油气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85209582）遗失作废。
●张泽明房产证：双旧（00607
77号）、土地证：双国用（2000）
字第004031号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智能网联汽
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EP
6E6P） 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册
资本由10000万元减少到1500
万元，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往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本人赵成吉不慎遗失关于本
人介绍吉玲、 邓波在恒大名城
项目购买5-2103号后， 减免本
人购置的恒大名城项目6-1703
号3年的物业管理费的免收物
业费承诺函，特此声明！
●成华区先旺消防器材经营部
上网公章（印章编码：51010851
66403）遗失作废！
●武侯区花域摄影工作室在浙
商银行成都武侯支行开户许可
证遗失,核准号J6510083856201

●贺翩翩购成都云锋
投资有限公司金都华
府2期5-1-24-1号 房
购 房 收 据 （ 编 号 ：
0011814，金额 144022
元）遗失作废。
●成都众恒力劳务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75361638）遗失
作废。
●成都飞羽博创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
8459612）遗失作废。
●成都昊雄融诚贸易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 ：510107510133
9）、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5101075101338）、法人蒋昊辰
私章 （编号 ：5101075101340）
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猎豹足球俱乐部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法人）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510100587578804T） 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迈耐特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003815
3）、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0
038154）遗失作废。

●北京风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公章（编号：510100
0038778）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0038779）遗失作废。
●四川兰馨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43152284N） 副本，
公章（编号：5101085068716）遗
失作废。

四川绵阳的李某去世前，立有遗嘱，称包括抚恤金在内
的财产儿女不得分割，均留给再婚的妻子。不过，在李某去世
后，关于25万元抚恤金、4.4万元丧葬费和相关遗产分配问
题，再婚妻子龙某某与李某的3个子女互不相让，最后龙某某
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11月7日，记者从绵阳市游仙区法院获悉，李某的遗产按
照遗嘱归龙某某所有，抚恤金、丧葬费不属于遗产，由龙某某
和李某的3个子女进行分割。

老人去世 再婚妻子和老人子女闹上法庭

1929年出生的李某，有3个子女，1996年老伴去世。2000
年，李某和游仙区人龙某某再婚。2018年6月，李某去世。因为
李某死亡后的抚恤金和相关遗产分配问题，龙某某与李某的
3个子女互不相让。随后，龙某某一纸诉状递交到了法院。

游仙区法院经过审理，发现早在2014年2月，李某就自书
遗嘱一份，内容大意为：我现有住房一套留给我妻龙某某所
有，其他人包括儿女不得侵占，一切财产包括抚恤金在内，儿
女不得分割。

2017年2月，龙某某用手机录下李某的一段视频。视频
中，李某对龙某某的照顾表示感谢，并表达去世后抚恤金归
龙某某所有。

另经法院查明，李某去世后，龙某某领取丧葬费4.4万余
元，李某所在单位发放抚恤金25万余元，但因遗属间的纠纷，
该抚恤金尚未发放。

庭审中，李某的3个子女共同辩称，认可龙某某和父亲的
夫妻关系，但父亲留下的遗嘱真实性有待考证。同时，3人称
其父亲留下的遗产除了房改房外，还有一辆汽车和无法得知
数额的存款，存款里面包含了他们亲生母亲去世之后没有分
割的遗产。且抚恤金不属于遗产，父亲无权在生前作出分配。

争议焦点 抚恤金、丧葬费算不算遗产？

游仙法院认为，李某生前书写的自书遗嘱的形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3个子女虽对其真实性
存疑，但并未举证证明，故对该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法院予以
确认。

同时，该遗嘱对抚恤金的归属进行了处理，而抚恤金的
性质并非李某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
定，该遗嘱中涉及抚恤金归属的部分无效，其余部分有效。

另一方面，3个子女认为，龙某某为李某录制的视频形成
时间在自书遗嘱书写时间之后，且该视频中，李某并未对遗
产的归属作出处理，故两份遗嘱内容冲突，应以视频遗嘱的
内容来处理遗产。对此法院认为，现行继承法并未对以视频
方式立遗嘱进行相应规定，可以参照录音遗嘱或口头遗嘱的
生效条件予以审查。

本案视频为原告龙某某一人录制，并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的形式要件，因此3个子女主张以视
频遗嘱的内容来处理遗产，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3个子女认为父亲名下的存款中部分为母亲的遗
产，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对该意见法院不予支持。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李某的遗产，按照自书遗嘱处理，
归原告龙某某继承，4.4万余元丧葬费和25万余元的抚恤金
由龙某某和3个子女分割。

汪江 张倏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质疑：
为何允许乘客不穿救生衣乘船？

几天前，有网友在乐山当地论坛发
帖称，自己前往乐山港一游，“突然发现
乐山的游客不穿救生衣，大船小船自由
航行。”在该帖文的三张配图中，数十名
站在船上的游客均未穿戴救生衣，靠着
栏杆欣赏三江美景或者掏出手机拍照。

对此，该网友提出质疑，为何允许
这些乘客不穿救生衣乘船航行的？该帖
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11月4日，乐山大佛景区网络发言
人回应称，前期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在
乐山组织召开了《乐山旅游船舶标准示
范船型实船验收会议》，并由船舶设计
院几位专家及领导对乐山大佛使用船
舶及航线进行现场验收。根据船舶现有
安全指标情况，专家建议非紧急情况
下，船舶乘客在航行过程中可以不穿戴
救生衣。

很快，另一位网友对该回复提出质
疑，什么叫非紧急情况下不用穿救生

衣？什么样的安全验收会议可以为船舶
航行安全打包票？

回应：
乘新标准游船 乘客可不穿救生衣

11月6日，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航
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国家船检
机构的标准规定，只要求按乘客数量
100％标准配足救生衣，并没有要求乘
客100％穿上救生衣。

该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目前，乐山大佛景区有游船25艘，其
中新船4艘、旧船21艘，新船和旧船的安全
性能是有一些区别的，为了安全考虑，乘
坐旧船的乘客必须全部穿上救生衣，而新
船安全性更高，乘客可不穿救生衣。

根据该单位提供的一份《乐山旅游
示范船舶标准示范船型验收会议专家
评审意见》显示，与会专家对“凌云号”
船舶进行了现场验收，认为该船舶设计
和建造总体达到了原设计任务书的要
求，对船舶的抗沉性和稳性进行了充分
的涉及考虑，对相应的航区等级进行了

提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保证。
专家认为，该船舶在安全、环保、美

观性和舒适性等方面，比原有船舶有很
大提高。根据该船舶现有安全指标情
况，专家建议，在现有的水文气象条件
下，非紧急情况下，该船舶乘客在航行
过程中可以不穿戴救生衣。

该负责人介绍说，“凌云号”等4艘
新船均是根据《四川省旅游客船安全环
保指标体系评估指南》的新标准打造
的，乘客可不穿戴救生衣，这样也大大
提高游客乘船观光的舒适性，下一步会
逐步将旧船全部替换成新标准打造的
旅游客船。

对此，乐山市航务局相关专家表示，
根据规定，舷外作业人员必须穿戴救生
衣，其他人员并无强制要求。游船乘客是
否需要穿救生衣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
是船舶本身的安全性，二是航道的水文
气象条件，根据乐山大佛景区新游船及
航道的实际情况，在非紧急情况下，乘客
确实可不用穿戴救生衣。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297期开奖结果：95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9128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3 08 12
16 17 19 蓝色球号码：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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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7期开奖结果：525，
直选：8035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5944注，每注
奖金346元。（23125744.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97期开奖结果：
52524，一 等 奖 21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8668737.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0期：
13133133033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50期：
13133133033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62期：
130133000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67期：2133031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6日）

足
彩

网友质疑为何允许游船乘客不穿救生衣
乐山大佛景区：新标准游船可不穿

最近，有四川乐山网友发现乐山
大佛景区很多旅游船上的游客未穿戴
救生衣，对其安全措施提出质疑，引发
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

11月6日，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航务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按照新标
准打造的旅游船舶安全性更高，乘客
可不穿救生衣。

公共租赁住房是一
种保障性住房，长期以
来备受关注。最近，四川
乐山有网友发帖反映，
乐山井研县一处公租房
小区出现大量公租房被
转租现象。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调查发现，
该公租房小区确实存在
部分转租情况，但具体
数量无法一一核实。

对此，当地住建部
门回应称，将进一步排
查整治，一经查实将迅
速予以清退。

近年来，各地公租房被转租的案例层出不
穷，各地也出台了不少举措加强监管。

据媒体公开报道，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对于
违规家庭坚决取消实物保障房资格，五年内不得
申请保障性住房，并限制申购共有产权住房，五
年以后即使符合保障房条件也不再允许申请实
物保障房。同时，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还要从严
做出行政处理决定。违规人员名单将在市、区住
建部门网站上公开曝光。

据媒体报道，为避免转租、转借，上海公租房
已在探索人脸识别管理，并于“十三五”期间全面
推广。自2016年以来，浦东新区公共租赁住房“仁
文公寓”推出智能门禁系统——以人脸识别为主
要手段，指纹识别为辅助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
项目未再发现转租、转借行为，租金收缴率达
100%。一些意图转租、转借公租房的保障对象得知
实行人脸与指纹识别后，当场放弃了租赁签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根据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公
共租赁住房是指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
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
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不得转借、转租。

上述井研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该县
也出台了《井研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对公
租房的申请、分配、使用与退出等进行规范。不
过，在公租房管理中也发现一些难题，井研县有
1060套公租房，实行动态管理，但平时不可能随
时派人去核查租户的身份。

根据管理办法，“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
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应当取消公共租赁住房保
障资格并腾退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大多是中
低收入的家庭，如果人家说出去打工挣钱了，总
不能让不出去吧？”该负责人说，是否真的出去打
工而长期闲置，不好区分。

对于“转借（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的公共
租赁住房的”，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
款。该负责人表示，“这些中低收入的承租人大家
庭，本身经济也比较困难，如果真要对他们罚款
也存在一些难度。”

“无论如何，转租是坚决不允许的。”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下一步将采取多种办法进一步加强
对公租房的管理，把保障住房留给真正需要这些
住房的中低收入群体。

近日，有网友在乐山当地论坛
海棠社区发帖问：井研县研城小学
对面的夏家桥公租房大量转租，是
否合规合法？该帖文称，部分网友
对该处小区的公租房做了秘密调
查，得出结论称：转租率高达半数，
承租对象多为在研城小学就读的学

生家庭。
该帖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认

为，这里（公租房小区）就是共享
房，有什么不可以转租，也不可能
杜绝转租，如果不转租，空着就是
浪费。也有网友质疑，公租房不应
该用来转租牟利，并希望相关部门

介入调查。
记者搜索发现，2016年也曾有

网友在论坛发帖，对井研县兴民巷
夏家桥社区公租房小区提出质疑，
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续约签订和催缴
租金，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租住条件
的住户要清理出小区。

公租房小区被转租 承租对象多为陪读家庭

记者暗访 确实存在转租情况 但具体数量无法核实

夏家桥公租房小区位于井研县
兴民巷，距离研城小学仅数百米。

日前，记者以租客身份在该小区
暗访时发现，居住在小区里的一位中
间人称确有房源转租，并带记者到某
栋3楼2号看房，该房间内设施简陋，
为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大概50多平
米，客厅和卧室里各摆着一张床。

“这里的公租房每年租金一般在
六七百元。”该中间人称，房东租下了
该房屋后便去深圳打工了，转租租金
2800元一年。随后，她又带记者看了

另外一套转租房源，位于顶楼，面积
稍小，转租租金2100元一年，“目前就
只有这两套，你要租的话就快点决
定，还有其他人在看房。”

听说记者是想租房陪孩子读
书，该中间人表示，那你应该早点
来，一般人家都是暑假来租房，那时
空出来的房源较多，选择性也更大。

当被问到如果转租被相关部门
发现后要清退怎么办时，该中间人
说，不用担心，剩余的房租保证按月
退还，不会让你吃亏。

在记者与该小区一位租户聊天
中，她承认直接是转租的别人房子，
一年租金2500元，但拒绝透露具体
是哪一套房子。另有多位租户表示，
每年七八月份是租房高峰期，上一
届租房陪读的到期了，新一届学生
家长又来了。

不过，记者对该小区租户随机
采访中发现，要核实租户是否从别
人手中转租难度很大，并表现得很
警惕。转租情况确实存在，但具体数
量无法核实。

部门回应 一经查实迅速清退 记入诚信档案5年不得再申请
对此，井研县房地产保障服务

中心负责人崔将介绍，已关注到网
友反映的情况，并迅速介入调查。11
月4日晚，相关部门前往夏家桥公租
房小区召集部分租户开了露天大
会，重申了公租房的相关政策，并希
望积极举报不符合条件的租户。

崔将告诉记者，当晚工作人员
对该小区随机抽查了三四十户，经
过核对租房合同、身份证、户口本等
信息，暂时没有发现转租的情况，只

有两户是子女承租公租房，父母在
此帮着带孩子读书的。

据崔将介绍，经统计，从2015年
至今，该中心共计清退了78户不符
合条件的租户，原因多种多样，但其
中有没有转租的、有多少转租的，没
有具体的数字。

“下一步，将对全县1000多套公
租房的租户统一重新签订新的合
同，同时逐一筛查核实。”对此，井研
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对

象承租公租房后再转租的，违反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保障资格将
被取消，应当退回公租房。

针对网友反映的转租问题，该
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排查整治，
一经查实，将迅速予以清退，并记
入住房保障诚信档案，其本人及家
庭成员5年内不能申请住房保障。同
时欢迎广大承租户和群众对转租行
为 进 行 举 报 （ 举 报 电 话 ：
0833-3736710）。

管理难题
不可能随时核查租户身份
是否长期闲置不好区分

他山之石
北京公开曝光违规人员名单
上海推广人脸识别系统

老人自书遗嘱指定抚恤金归属
法院认定：
抚恤金不属于遗产，指定无效

乐山井研县夏家桥公租房小区一角

游船上的游客未穿戴救生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