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办公司代账 13693719897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记账注册公司 13937186845
●环评●QS证快办15638831688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 QS、工商快办 13027740569
●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工商注册王 13253362163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86101878
●专办投资公司 13523058713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 13140015678

●代办投资公司注册88888145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医疗器械工商 13838389446
●金融投资资产公司66364166
●低价注册公司代账8610718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各类公司61350555
●专办投资房产公司65251888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免费注册公司 15136237356
●各类资质专办 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超低快办公司 15517559996
低价记账 86120800
“注册■投资”
资产68268888

“劳务 65675363”
“速办█资质”
房建●装饰●环保 53310625
水利●公路●门窗 53310626
市政●园林●钢结构53310627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3310628
高效办资质，不成退款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水利：66206288
公路●机电●矿山：66282988
机电●电力●钢构：66210688
装饰●防水●防腐：55828213
管道●照明●劳务：55828373
房产●园林●物业：55828353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 年真诚服务！

“资质★快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矿山★水利★机电：66039877
钢构★桩基★环保：66039788
装饰★防水★防腐：66285267
机电★电力★通信：66283267
管道★照明★劳务：66285276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039788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房地产▲物业▲医疗▲劳务

▲注册公司●快 15538198615
【资质■速办】

13253605791
省内■资质：86680181
资质■升级：86680190
真诚服务！不成退款！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工商 86560456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 86099088
机电◆照明◆环保 860991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288
14 年真诚服务！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 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 63863366
钢构●照明●门窗 63512977
防腐●防水●环保 63610399
房地产●园林●物业63858899
土石方●地基●管道86172662
劳务分包●安全证 8617266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761967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789626
建筑类资质升级专办53789627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761941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761942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投资公司▇
▇注册 15038183071 转让▇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 86099688
机电●送变电工程 86099988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 63333499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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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息 据央视新闻频道报
道，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
增科昨日指出，当下个人主义、自由
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
成为党的一大忧患，部分领导各自
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
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
重，形不成合力。

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
增科昨日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在线访谈，围绕“从严治党必须严明
党的组织纪律”主题与网友交流。

姚增科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党始终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
大考验”，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艰巨。随着传统计划经
济资源配置方式、组织管理模式等变

化，党的建设既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姚增科表示，个人主义、自由主
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
党的一大忧患。突出的表现有：

一是在处理下级与上级关系、保
证中央政令畅通方面，有的对中央决
策、政策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合意
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
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在处
理一些应该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重要
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
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
奏。

二是在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关
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有的喜欢
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
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

“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
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
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有
的信奉“圈子文化”，讲关系不讲原
则，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
律；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
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
关系。

三是在处理组织与个人关系、开
展党内生活方面，有的对党员疏于管
理，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展不起来，即
使有也认真不起来，搞形式、走过场；
有的对挑战组织纪律底线的人和事
搞“爱惜羽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那一套，甚至包着护着、放任放纵。

姚增科强调，世界上任何一个政
党想要有所作为，都必须有严密的组
织纪律。L

据新华社电 记者9日获悉，文化
部近日发文明确，将采取多项措施加强
监管和引导，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到
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
组织总部办公场所“镀金”现象予以坚
决制止。

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
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自费赴维也
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
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进行“镀金”性质
演展活动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些活动
往往采取自付场租、对外赠票以及组织
观众的运作模式。有的甚至动用政府
经费，不计成本、不看对象、不讲实效，
通过不实报道或炒作来达到捞取名利
的目的。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损
害了国家艺术尊严，助长了形式主义之
风，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文化部在《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
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中要求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坚决阻止各类“镀金”活
动。

文化行政部门对未纳入国外著名
演展场所演出季、以全自费和租场方式
进行的演展活动一律不予批准，坚决杜
绝政府资助项目赴国外“镀金”。未经
文化部及我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同
意，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国内艺术团组
和个人赴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举办
的演展活动一律不予批准。

通知明确指出，文化部各直属单位
不得参与组织或支持国内艺术团组和
个人赴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
总部办公场所举办的“镀金”活动。同
时还建议我驻外机构要发挥好监督作
用，对此类“镀金”活动不予支持，不题
词、不站台、不剪彩、不代为邀请观众和
赠票，防止相关单位和个人借此捞取宣
传资本。

指出自由主义滋长成党的忧患，从严治党必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

四川消息 7月
9日凌晨，成都城区
普降大雨，7 时左
右，武侯区棕树南
街“水漪袅铜”小区
污水管破裂，外泄
污水将地下泥土通
过邻近工地基坑护
壁桩之间冲进基
坑，导致靠近基坑
的小区停车场地面
下陷，形成6米宽、
10米长、4米深的
深坑。停放的4辆
小轿车连同地面栽
种的大树跌入坍陷
坑中，1辆 SUV悬
空。现场无人员受
伤。

目前，小区房
屋经初步鉴定暂无
安全隐患，其余抢险
加固工作正在进行
中。L 据四川媒体

成都停车场塌陷4车坠入深坑

4辆小汽车连同地面栽种的大树坠入深坑，1辆SUV悬空。CFP供图 L

中纪委:部分领导把下属当家臣

文化部：
制止艺术团组
出国“镀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