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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华益宝成养老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是 2016年 11月 7日
由北京益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发起设立的爱
心专项基金。该专项基金设立后，我会不断接到群众和相关
部门投诉，有人以我会名义进行违法宣传和募捐。我会已于
2017年6月13日撤销该爱心专项基金，并以多种形式进行了
公告。现我会再次公告如下：

1、我会已于2017年6月13日撤销了“华益宝成养老产业
发展”爱心专项基金；

2、四川省华益宝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与我会无任何关
系；

3、任何公民或单位向我会进行捐款应当依法签订《捐赠
协议》，同时捐赠款项应进入我会账户并应向我会索取公益
性捐赠发票。

特此公告。
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基金会

2019年3月14 日

采 购 公 告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南充鹏来兴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委托，拟对中法农业科技园周边配套市政（江陵风情特色
街一期功能庭院）绿化等工程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特
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竞争性谈判。

报名时间：2019年03月15-18日
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二段68号北岭颐园北区物管中心旁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817-2581663
报名时提供单位介绍信、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鲜章）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03月15日

遗失公告

●出质人：张代梅，质权人：重庆理文卫生用纸
制造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四川佳益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月 26日核发的《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眉工商仁字）股权登记设字
（2016）第000004号，质权登记编号：5114211000371]
遗失作废。

●出质人：王强，质权人：重庆理文卫生用纸制
造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四川佳益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月 26日核发的《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眉工商仁字）股权登记设字
（2016）第000005号，质权登记编号：5114211000372]
遗失作废。

●傅淑涛位于峨眉山市乐都镇兴顺街1号38幢
2单元 302号的《产权证》（号码：2015021600801）遗
失作废。

●峨眉山市绥山镇名山路中段 11 号 3 幢 4 楼
401号梁立军《房产证》（产权证号：0012753）遗失作
废。

●峨眉山市绥山镇虎溪路2幢1单元2楼201号
梁立军《房产证》（产权证号：0031850）遗失作废。

●峨眉山龙吟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111810007170）遗失作废。

●中共荥经县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因搬迁，不慎
遗失银行账户印鉴章一枚，该印鉴章为“徐锋勇”人
名章，特登报声明该印鉴章作废。

●荥经县川蜀稻草宠物用品店（经营者：唐乙
超 ）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13123600109953）遗失作废。

●威远县罗长富个体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1024MA62WDHJ3U）遗失作废。

●东坡区清之百货经营部（经营者：陈之涛）个
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402600298765）遗
失作废。

●青神县邻家超市（负责人：李梦梅）《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5114250010242）遗失作废。

●丹棱县黄英华《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登记
证》【证号：（丹食药监坊）2017-0007；有效期：2017
年6月16日-2020年6月15日】遗失作废。

●丹棱县刘氏冷鲜食品批发部个体营业执照
正 、副 本（2016 年 8 月 30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
511424600095294）遗失作废。

●理县举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本
（2014年 7月 7日核发，注册号：513222NA000137X）
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小杨副食店（经营者：杨勇）个
体营业执照副本（2011 年 1 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513101600119062）遗失作废。

●资中县刘艳汽车装饰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5MA625FGY8W)遗失作废。

● 王 仲 容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注 册 号 ：
511181600455520）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丹棱县第二汽车运输公司车辆行驶证号：川
ZA9125,营运证号：0082876均遗失作废。

●李小林位于邻水县鼎屏镇人民路南段 55号
5-3 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优国用
（97）字第08210XX号］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青羊区千洛日用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010560044602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22819930129736X01)遗失作废，特此登报
声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税号
915101006721511356）开具给四川省烟草公司成都
市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100172130，
发票号码02730832，遗失作废。

●刘钢、蒲莎莎遗失美城·悦荣府 29 幢 3 单元
30楼5号契税完税证客户联，声明作废。

●李庆妇、汪越琼遗失成都中铁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购房款收据（收据号：00000866；金额：200000
元）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经营者：王桂华，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1324MA64YLWR9T，其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 经 营 者 ：涂 兴 容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511324600319370，其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1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5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债权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偿债权的
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资中县零度淞淞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注销公告

成都成卓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782655852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至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成卓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四川好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2LH2W59）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至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四川好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成都昆夫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050060239R）经股东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至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昆夫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成都青羊区言茶道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63BKBEXU），经股东研
究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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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青羊区言茶道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注销清算公告

经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9年 3月 14日召开成
员大会一致研究：决定解散合作社，成立清算小组。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前来申
报债权。

合作社住所：成都市大邑县苏家镇永兴村 18
组。

联系人：周鸣英
大邑县盛兴马铃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3月15日

清算公告

经2019年2月20日股东会决定，乐山市瑞福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100MA6287GT1H）决定解散，清算组由张学
文、彭富坤组成。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
往乐山市市中区嘉祥路881、883号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乐山市瑞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经 2019年 3月 5日股东决定，乐山锦橙科技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100MA65QDUB0C）决定解散，清算组由林羽
丰、徐国燕组成。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
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 270号二楼 215号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乐山锦橙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四川乐山好家婆食品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
定解散本公司，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2019年3月13
日已向犍为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公司
清算组成员备案登记。在本公司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
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四川乐山好家婆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峨眉山市鑫辉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181MA65JGAN1U）于 2019 年 3月 14日股
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请相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峨眉山市鑫辉建筑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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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恒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
仁寿八达市场有限公司。请
与本公司有关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
算债权，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仁寿八达市场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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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岷西渔具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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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新世纪矩阵农产品

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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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神县九木堂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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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悦享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 3月13日下午，由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主办，都江堰市委宣
传部、团市委、市教育局、聚源镇政府、都
江堰市各高校协办，四川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和都江堰市公安局承办的都江堰市
高校反通讯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暨防通讯
诈骗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四川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都江堰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达军，四川工商职院党委书记
管永林、党委副书记黄天贵，四川农业大
学都江堰校区副校长何国柱，四川外国
语大学成都学院校长助理沈光临，成都
东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宪民，四
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胡恒，市级
相关部门及乡镇相关负责人，五所驻市
高校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管永林代表学校全
体师生向都江堰市高校反通讯诈骗联
盟的成立暨防通讯诈骗集中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的顺利举行表示热烈祝贺，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该校建设发展的
都江堰市各相关部门和领导、各位公
安民警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防范
和打击通讯诈骗犯罪活动事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为
此，国家把打击通讯诈骗犯罪作为保
障民生、服务民生的一项民心工程，也
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此次活动的顺

利启动，标志着都江堰市高校反通讯
诈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达军为各联盟成员高校授旗，并
以生动真实的案例提醒广大学生努力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提升识骗和防骗
能力，希望各高校立即行动起来，挖掘
高校师生潜力，充分利用好学校网络
平台、社团等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的防
通讯诈骗知识宣传，有针对性地开展
防范工作。同时，按照“共建、共治、共
享”的要求，坚持源头治理，将防范的
可能性转变成为实实在在的防范效
果，为广大师生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黄天贵代表学校万余名师生庄重承
诺：坚决响应倡议，将从积极教育引导师
生增强学习意识，提高防通讯诈骗能力；
积极教育引导师生增强保护意识，守护
好人身财产安全；积极教育引导学生增
强社会意识，筑造全民反诈防火墙等三
个方面，警校联动、协调配合，共同防范
通讯诈骗犯罪，共创平安和谐美丽校园。

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成都东
软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四
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高校分管安
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也分别作了发言。

启动仪式上，都江堰市公安局副
局长付庆福和四川工商职院学生代表
还分别发出了“反通讯诈骗”倡议。

（闫伟 王毅 文/图）

盐帮菜是川菜菜系中独具特色
的地方菜类，作为一种地域饮食文
化，一直备受大众推崇，尤其在川渝
地区，人们甚是喜爱。原为小河帮菜
系，因其发源于自贡，历史悠久、口味
独特，故而得名为自贡盐帮菜。盐帮
菜是依托自贡井盐文化发展起来的，
也有一说是井盐文化催生了盐帮菜，
也传播了盐帮菜。从盐帮菜的发展历
史来看，盐帮菜与井盐文化密不可
分，是井盐文化催生了盐帮菜，因此，
在盐帮菜命名的时候，将“盐”作为首
字，而“帮”是指派别，代表盐帮。自
贡盐帮菜依托盐帮和盐商不断传播
与发展，逐渐成为川菜中重要的地域
菜系，在川菜中独树一帜，体系完整。
自贡盐帮菜作为一颗璀璨的明珠，不
断从自贡传播到其他地区，形成了更
大的文化扩散影响区。

传承：麻辣鲜香的特色菜品
自贡盐帮菜中以麻辣鲜香为特

色的菜品主要有鲜锅兔、水煮牛肉、
冷吃兔、水煮鱼等。基于“口碑”“美
团”等平台提供的评价数据以及实地
调查的问卷结果分析，课题组成员发
现，成都地区大多数盐帮菜馆以水煮
牛肉、水煮鱼、冷吃兔等盐帮菜为招
牌菜品。同时，近年来新兴的盐帮菜
品，如鲜锅兔也受到消费者的日益青
睐。目前，鲜锅兔作为新兴的盐帮菜
特色菜品，在知名度和群众的喜爱度
和接受度方面，已经逐渐超过了火边
子牛肉、盐帮锅炸等盐帮菜菜品。而

水煮牛肉、冷吃兔、火爆黄喉等经典
盐帮菜仍然因其独特的口味、丰富的
文化内涵而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不
仅成为了盐帮菜中不可复制的特色，
更成为了川菜的代表菜品，深受广大
消费者喜爱。

发展：文化影响区
经过扩展扩散，盐帮菜文化在西

部地区形成了以四川为核心区的分
布格局，迁移扩散至河北、江苏、上
海、广东和海南等省区。就自贡盐帮
菜文化（菜馆）分布而言，具有相对集
中的特征。从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来
看，盐帮菜已形成地理核心区，即在
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四川和重庆，以
四川成都最为集中。根据课题组两
年的分次调查统计和跟踪分析，结
果表明，成都市每年都会以不同的
速度新增菜馆，一些新增“盐帮”“盐
帮菜”“自贡盐帮菜”等菜馆名出现
在市区，也展现在百度地图或搜狗
地图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自去
年5月至今年1月，西部省区共新增
了 80 家盐帮菜系列菜馆，西南省区
增加了54家。其中，四川盐帮菜系列
菜馆数量减少了 28 家，重庆、云南、
贵州和西藏盐帮菜菜馆的数量从 8
家增加到 61 家，其中重庆市的盐帮
菜菜馆增速最快。西部地区的其他省
区盐帮菜系列菜馆数量增加了 26
家。除西部省区外，其他地区新增了
147家菜馆，空间分布范围从河北、广

东、海南、江苏、上海、湖北6省（市）扩
大到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福建、黑
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南 16 省
（市）。其中，东部省区盐帮菜馆从6家
新增到116家，主要新增区有北京、河
北、广东、江苏等省。中部省区从2家
新增到39家，分布区由原来的湖北省
扩大到山西、河南、安徽、湖南。

期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从自贡到成都、重庆，再到出川，

自贡盐帮菜不断向全国各地扩散，使
得盐文化的发展历久弥新。为了进一
步发展自贡地域文化，我们期望：

自贡盐帮菜在地理核心区内的
发展要根据人们对它的期望，首先
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吸取其
他菜系在调味上的优点，增加更多
的调味；其次，迎合新时代人民大众
对养生目标的追求，利用更加健康
的原材料和烹饪方式，为菜品注入
新的时代内涵，打造低油、低盐、更
加健康的美食。

自贡盐帮菜在大众的认知里一
直是麻辣鲜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是难得的地理空间分布区域不断
扩大且深受大众喜爱的地方菜。因此，
盐帮菜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利用其特
色优势，创新出味道更好的菜品。

本文系成都师范学院2017年地
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自贡盐帮菜的地域文化特
色与发展方向调查研究（项目编号：
201714389040）”理论文章

天府迎春花节启幕
约70万盆鲜花供观赏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
阳春三月惠风和畅，百花次第开放。近
日，成都市天府迎春花节在成都植物园
拉开帷幕。花展以“筑梦新时代，花重锦
官城”为主题。本次花展将持续至4月18
日结束。

据成都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植物园里 300多株约 10多个品种的
各色梅花已在 2月中旬高调绽放。另一
片花型如栽培的早樱品种引来了如潮的
踏青游客。接下来将如期开放的普贤象、
一叶樱、飞寒樱等十多个晚樱品种，会以
更亮丽的风姿迎来又一波观花热潮，“这
些品种自2018年从云南引进，目前在成
都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今年的春花展，仍以野趣和科普
见长，同时又增添了些许新意，60 多个
品种约 70 万盆的时令鲜花，布置于植
物园的门区、广场、前山春景区、中心
区及后山大草坪区，成片的虞美人、大
（小）花樱草等组成的花海任由游客拍
照欣赏。

与此同时，在春光烂漫、生机盎然的
植物园里，由成都市植物园、成都市儿童
福利院和成都科技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
探索自然、感悟生命成都市儿童福利院
儿童优秀美术作品展也在植物园内科普
馆临展厅开幕。

此次展览为公益展，大家可以免费
参观。作品展以“探索自然、感悟生命”为
主题，展出水粉、线描、版画和儿童画等
绘画作品40幅和近百个陶艺作品。由陶
艺作品营造的景观，展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好世界。

春花展期间，植物园内还会举办
“探索自然 感悟生命”“走向世界的中
国植物瑰宝”等 20 多场科普活动，届
时欢迎市民走进植物园探索自然的
神秘。

第三届“感动思源人物”
举行颁奖典礼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历时一年
的平昌县思源实验学校第三届“感动思
源”人物评选活动终于落下帷幕。全校教
职工和部分家长、学生代表近 300 人参
加活动。

颁奖典礼上，校长胥必春强调，2019
是学校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开启之
年，团结担当仍是致胜法宝，全体思源人
必须用感动凝聚力量，以榜样引领成长，
携手拼搏、奋勇前行。 （王智 胥必春）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罗清 记
者 李国富）3月13日，记者从南充市顺
庆区城乡规划建设局获悉，该区城区部
分街道建筑立面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
进，其中长征路、胜利路、和平东路、莲
池路等街道立面改造已接近尾声，果城
路东段立面改造已完成钢架搭建，预计
6月底全面竣工。

当天上午，记者在果城路东段看
到，该街道两侧脚手架林立，临街楼栋
外墙上统一遮着绿色网布，数十米高的
脚手架上，工人正在焊接钢筋骨架。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外墙钢架的
搭设，下一步将安装铝板和龙骨。”顺庆
区城乡规划建设局工程师何勇告诉记
者，果城路东段立面改造工程属于去年

六大街区立面整治工程的一部分，由于
六大街区立面整治时，该路段正在进行
地下管网顶管作业，因此没有进行施
工。该路段立面改造于今年 2月正式启
动，目前已完成总工程的30%。

“本次立面改造包括外墙面美化，
空调机位规整、线路梳理、店招制作、光
亮塑造、建筑排危6项内容，将解决街道

建筑风格不协调、沿街广告店招杂乱、外
挂空调机位不美观、楼宇立面色彩混乱、
管线外露等问题。”何勇告诉记者，顺庆
区主城区很多建筑修建于上世纪末及本
世纪初，限于当时的建筑材料和工艺水
平，部分街道建筑立面存在违章搭建、护
栏凸出、色调凌乱等现象，与城市形象极
不协调，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和居民生活，

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些问题在此次
改造工作中都将得到解决。

近年来，顺庆区先后启动西华路、
滨江路、玉带路、火车站等的建筑立面改
造，改造后的立面建筑脱胎换骨，与片区
建筑浑然一体，店招背景、店铺大门、空
调机位整齐划一，高档大气的沿街建筑，
成为了果城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南充顺庆区立面改造让城市“靓起来”

自贡盐帮菜：传承与创新
□ 唐姗 指导老师：冉清红

思考者 >>都江堰市高校反通讯诈骗联盟成立
防通讯诈骗集中宣传月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