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局
拍卖公告

根据简阳市财政局简财国资【2018】92号文件精神，简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局委托四川蓝盾拍卖有限
公司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现状整体拍卖：

一、拍卖标的
1、四川省简阳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征收补偿资产净残值处置，包括原材料、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

施、管道和沟槽、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
2、起拍价：192万元
保证金: 50万元
3、标的物现状拍卖，不调整成交价款。
注：（1）竞买人成交后负责该标的、所有房屋、危化物品(硫酸、五氧化二钒、汞、机油、树脂)的拆除、

处理、运输并现场清理。
（2）该标的具体情况及瑕疵详见拍卖相关资料。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应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并同时具备化工厂拆除一级资质和化工运输一级

资质。本次拍卖接受联合体报名，联合体应明确一方为牵头人，并提供联合体协议书。
三、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8年11月 22日16时00分（以到账时间为准）。
四、拍卖时间：2018年11月 23日9时30分。
五、竞买人报名要求及资料等相关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www.cdggzy.

com/）。
六、联系人：刘女士 13882925279

简阳市房屋征收补偿局
2018年11月16日

遗失公告
●江安县水清镇新窝头村新屋基村民小组公

章遗失作废。
●营山东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2017 年 9 月 7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22MA629BGL29）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一飞商行（经营者：朱一飞）个
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 年 11 月 13 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802MA64NL055T）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唐晓林饲料经营部（经营者：
唐晓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 5月 12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802MA63UYPN48）遗
失作废。

●眉山市友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道路运输
证》正、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 0055146号）遗
失作废。

●眉山市高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511402019451）遗失作废。

●出质人：吴强，质权人：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眉山分行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眉
工商东字）股权登记设字[2016] 第 000050 号，质权
登记编号：5114021000236}遗失作废。

●东坡区全丰机械厂《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52000808701，编 号 ：6510- 00869289，账 号 ：
40110104001009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眉山市
环湖路支行）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柏合镇陈伟猪肉店（经营者：陈伟）
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0112MA6CAHYT3M）遗失作废。

●眉山市国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11402000015685）遗失作废。

●聂歆02000351000080002012015548展业证遗
失。

●四川省岳池银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号：5116212000293）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四川省岳池银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章
号更正为（号：5116212000292）特此登报声明。

●岳池县银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公章号更正
为（号：5116215003494）特此登报声明。

●岳池县银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号更正
为（号：5116215003084）特此登报声明。

●岳池县银泰建设有限公司，公章号更正为
（号：5116215003095）特此登报声明。

●金牛区刘胜老家土菜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101060017061）遗失作废，特此
登报声明。

●都江堰市全品老火锅店税务登记证(川成税
字51028319740928903501)副本遗失作废。

●武侯区袁昊商贸部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7MA6DEEP89J，遗失作废。

●注册号为 511324600358158的个体工商户颜
伟(身份证号码:512927197610170019)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作废。

●彭州市 阳镇心诚副食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0182600178251，遗失作废。

●贾玲娟和韩利平不慎将韩紫轩的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出生证编号：L510567625，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贾玲娟、韩利平。

●个体工商户李明骏，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0521MA622DPX58，遗失作废。

●东坡区红生汽车维修服务中心，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511402600268146）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父亲：邓斌，母亲：潘静之子邓民哲于2012年
1月6日在资阳市安岳县妇幼保健院出生，现已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10449224），声明作废。

雷玉碧房屋、土地产权证作废公告
根据邻水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09）邻水执

字第46、54号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09）邻水执字第
46、54号文件，我中心对登记在雷玉碧名下坐落于
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南延小区运政综合楼 1-4-1
号 3 栋 1 单元 4 楼 1 号的房屋产权证（证号：权
0031646）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邻鼎国用
（2011）第3429号]发布作废公告，公告期限为十五个
工作日。公告期内如有异议，请向我中心提交书面
材料；公告期满若无异议，将依法予以作废。

特此公告！
邻水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
四川省瀚晟同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1622MA64W1E834),经公司研究决定于
2018年 11月 16日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办理有关手
续，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四川省瀚晟同创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清算公告
仪 陇 县 铭 华 制 衣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511324356314684J)因经营原因，2018年11月15日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关闭并注销。已于 2018 年 11 月
15日在仪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清算备案，现已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马小兵、唐铭组成。请有
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13518296739
联系人：马小兵

仪陇县铭华制衣有限公司
经本合作社2018年11月14日成员大会决定申

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夏菁、杨凤
键，清算组负责人为夏菁。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本合作社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
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理县绿源农产品营销专业合作社

2018年11月19日
我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16日股东决议解散，并

依法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徐翔、邓驰川，清算
组负责人为徐翔。请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特此公告
夹江县世纪合美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四川群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623MA65KR3Q7B）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经股东决定申请注
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请本公司债权人向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责任
自负。

特此公告
四川群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股东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
公司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威远县威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鑫建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明智创鑫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乃屋餐饮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国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品尚品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君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本合伙企业。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企业相关债权、债务人前
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东坡区三和苗圃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彭山区忠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丹棱县金融时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宜宾证新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1502MA668LHN0R）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为陈艳莉，
清算组成员为：陈艳莉、谢华、姜舒。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电话：13890443473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
区南岸东区组团 D-5 地块莱茵春天商业中心 5 层
328号。

宜宾证新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9日

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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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司 拟 将 进 行 股 权 变 更 ，为 了 保 障 各 界 朋 友 、业 务 伙 伴 的 权 益 ，特 此 公
告。请相关单位及个人及时登记确认。
1、债权债务范围：2016 年—2018 年 11 月 1 日之前的债权债务。
2、登记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3、登记地点：四川省南部县老鸦镇。
4、登记凭据：

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
②有 效 债 权 债 务 凭 据 。 联 系 人 ：李 其 猛 ，联 系 电 话 ：13419132222，公 司 名

称：南部县世外桃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大力发展我县的旅游事业，经我
司与四川华人行商业投资集团（华人行公益慈善基金）协商一致，由华人行董
事长廖庆凤女士入股我司，目前相关手续已在完善当中。现公告如下：在本
公告发布之前，相关债权债务人持有关凭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逾期未予追
索的，视为自动放弃。廖女士入股后，在其入股前我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
与廖女士及华人行集团无关，廖女士及华人行集团将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
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后果均自行承担。

股权变更公告

2018年11月19日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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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交警·公告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
增长，“停车难”问题成为市民关注的焦
点，同时也成为了市民生活中的“烦
恼”。为了缓解这一难题，遂宁市将市
民反映较为强烈的“机动车辆乱停乱
放，城区停车不规范”列入了“2018 年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中，并迅速对
此展开整治和规范。自今年 8 月以来，
遂 宁 市 交 警 部 门 已 查 处 违 停 车 辆
48000余辆，在市城区增设临时停车位
366个。下一步，该市将通过路面警力与
智能化停车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逐步规
范停车秩序，解决市民停车难、城市停
车乱问题。

部分区域仍然存在违停现象
多数“公家”车库仍未对外开放

11月 6日上午 9时许，记者来到市

城区街市花园休闲广场发现，之前机动
车辆乱停放的现象已经得到有效改善，
其间不时有巡逻交警对该片区进行巡
视。在市城区燕山街，交警正在对现场
违停车辆进行整治，拍照取证、录入车
牌、开具罚单……仅半小时，该街道违
停车辆被全部清理，道路恢复畅通。“整
得好，就是要对违停行为进行严惩。”不
少市民见违停车辆被依法拖移，纷纷拍
手叫好。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城区机动车
乱停乱放现象已有所改善，但部分道路
仍然存在违停现象，特别是背街小巷，
虽然路面交警持续展开整治，然而由于
数量较大，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除
了路面的停车秩序，记者还对市城区部
分小区、部门进行采访，发现只有少数
小区、部门的停车区域对外开放，大部
分仍处于“保守”状态。

两方面“着手”取得成效
停车秩序仍面临诸多难点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50 余万
辆，市城区停车泊位只有 6132个，车辆
数和停车泊位数的巨大差距导致城区
停车泊位常常一位难求，让违停现象不
断出现。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市交警部
门一方面加大了对违停行为的整治力
度，并增设了电子警察，自 8月以来，共
查处违停车辆 48000 余辆；另一方面，
会同相关部门在市民反映较多的区域
增设了 366个临时停车位，其中经开区
176个、河东新区 140个、文成街 30个、
玫瑰上品小区附近20个。

“即使如此，市城区‘停车难’问题还
是面临诸多难点。”据该负责人介绍，除了

车辆保有量增加这一因素，市城区大部分
小区、部门的停车位也未对外开放。其中，
部分小区道路与非道路之间还存在争议，
导致责任划分不清楚，停车管理混乱。同
时，路面部分停车位被杂物、僵尸车霸占
现象较为常见，加之个别收费员乱指挥、
不负责，从而导致停车混乱加剧。

加大整治增设车位
建立智能系统让停车更规范

机动车乱停放、城区停车不规范问题
到底该如何“破局”呢？据该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交警部门
将继续加大对违停现象的整治和宣传力
度，并通过电子警察加以“施压”。同时，会
同相关部门拟在市场周边、市民办事密集
区域等地适当再增设部分停车位。

该负责人称，下一步该市将出台

《遂宁市市城区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
届时将明确各级责任，实现统一管理，让
城区停车秩序规范有序。同时，遂宁市智
能停车管理系统正在筹建，该系统建成
投用后，车位将安装地磁感应器，今后将
通过智能管理实现停车服务、计时收费
管理等功能。市交警部门还可对该系统
传回的停车大数据进行分析，及时会同
相关部门对城区的停车位进行科学规
划。不仅如此，针对这一系统，还将开发
停车 APP，今后市民停车可直接通过
APP找到附近的停车位，既解决了市民
停车难的烦恼，还缓解了交通压力。

针对“霸占”停车位的问题，市交警部
门正提请发改部门，对停车收费政策进行
调整，实行差别化收费和计时收费，通过
这样的方式，提高车位停放的周转率，让
真正需要的人有车位可停。

吕苗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琳琪

遂宁“警力+科技”破解停车难题

四川经济日报讯（兰琴 记者
钟正有 文/图）针对目前超限行为
有所抬头，货车抛洒滴漏污染路面
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况，近日，德阳市
旌阳区路政所与旌阳区交警大队联
合开展了集中治理超限运输污染路
面专项行动。

本次行动，交警与路政共出动
警车 2台，路政执法车 3台，警力 20
名，路政执法人员 20名，在G108国
道与新寿公路交叉路口设点，采取
固定卡点与流动检查相结合的方
法，对境内西片区沿途超载超限车
辆进行查处。截至次日早上 6 点结
束，共计检查车辆120余台，查处污
染路面违法车辆35台，顶格处罚抛
洒滴漏车辆2辆，卸载共计50余吨，
教育批评驾驶员40人。

此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恶性超
载超限违法运输的嚣张气焰，进一
步加强了对公路环境卫生的保护。
据悉，该区将不定时开展类似行动，
持续到今年底。

什邡公安交警
专项整治不礼让斑马线行为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克骞 记者 钟正
有）为有效管住管好行人过街通行安全线、
道德线，近期，什邡公安交警围绕“创城”工
作，充分结合社会面交通疏堵保畅需求，把
不礼让斑马线整治作为一项长期性工程来
抓，全面规范斑马线人车通行秩序，带动城
市文明交通整体提升。10月至今，全市共查
处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违法268起、同比
上升289.3%，形成了浓厚整治氛围。

加密视频巡查，扩大整治覆盖。坚持研
判先行、预警导查，充分依托勤务指挥室天
网视频，定期监测分析各主要道路路口斑
马线守法率，梳理出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多
发的12个路口和2条盲区路段，组织该大
队、中队两级交通指挥平台，将日常视频巡
查重点向违法多发点段充分倾斜，及时跟
进整治，加大巡查频次，实现警力导向优化。

突出巡定结合，强化显性管理。结合近
期“秋风行动”等各项专项工作，以交通枢
纽干道、热点景区商区等窗口路段为重点，
在行人过街密集的路段上布足警力，持续
加强路面人车通行秩序管控规范，采取每
日定点执勤与每周定期整治相结合方式，
严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横穿机动
车道等不文明违法行为；并进一步发挥巡
逻勤务作用，通过巡定结合、专常结合，强
化路面显性管理，大幅提升斑马线区域交
通见警率和管事率。

夯实基础建设，打牢管理支撑。在持
续强化路面秩序管控的基础上，着力打
好不礼让斑马线通行整治“组合拳”，抓
住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过街难问题，
在9月份全面落地实施交通标志更新改
造工程，对全市市政道路上的模糊不清、
使用到期标线和斑马线进行重新梳理，
并函告该市城管局尽快重新施化。同时，
该大队充分运用车载抓拍设备，起到了
有效震慑，为深化斑马线礼让通行整治
奠定了坚实基础。

线上线下结合，提升宣传效力。该大队
积极宣传推广“德阳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号
平台，邀请广大群众参与文明承诺等活动，
并利用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介，以
发生在什邡市区内、群众身边的典型违法
为案例，持续推进斑马线礼让通行社会面
宣传，重点联合什邡报、掌上什邡、微观什
邡等官方平台，持续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等交通不文明行为的曝光。

四川经济日报讯（刘红 王霞 记者
钟正有）自9月份“创城”活动开展以来，
德阳市旌阳交警大队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打好“创城”交通秩序整治攻坚战，努
力为辖区群众出行打造平安、畅通、和谐
的道路交通环境。9月份以来，该大队共
查获各类违法行为867起，其中车辆乱停
乱放638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54起，
闯红灯89起，人力三轮违规安装动力装
置58起，非机动逆行86起。

完善交通标志、标线，规范交通秩
序。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辖区道路交通
标志、标线开展调研，对标志、标线不清、
设置不合理的部分路段重新进行了施划
和调整，确保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规范，
有效改善了辖区道路通行环境。

突出加强秩序整治，净化道路交
通环境。在辖区车辆、人员较为集中的
东海路、孝感场镇道路等路段设置执
勤点，对乱停乱放、车辆逆行、行人不
走斑马线等交通不文明行为开展劝导

和处罚工作，确保重点时段重点路段
无交通拥堵现象。同时，加大对学校周
边路段的管理力度，严查机动车、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

文明劝导，助力创城。积极联系驾
校负责人安排学员开展交通法规教育
实践活动，到路口辅助大队执勤人员
维护交通秩序，劝导机动车、非机动车
和行人各行其道，抵制机动车不礼让
斑马线、闯红灯、越线停车，非机动车、
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

加强宣传，营造“创城”良好氛围。以
送法上门的方式对沿街店铺业主、驾驶
员、乘客、行人等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大力宣传“创城”活动的目的、意义和
工作开展措施。为进一步严防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该大队还积极开展警示教育，
教育驾驶人员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超速超员行驶，将采取“零容忍”工作态
度，对严重违法行为开展整治，全面净化
道路交通环境。

德阳旌阳交警以“创城”为契机
全面整顿道路交通秩序 德阳旌阳区专项治理污染路面不手软

执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