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眉山广厦商务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
●眉山市同发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

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0069053号）遗失作废。
●眉山心意通通讯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11402000050662）遗失作废。
●眉山市共发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1402000020998）遗失作废。
●眉山市九恒建材有限公司原法定名称章（编

码：5138210001314）遗失作废。
●岳池县粽粑乡卫生院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岳

池 县 支 行 白 庙 营 业 所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735000142701，账 号 ：676701040000453，声 明 作
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55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4950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
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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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名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2019 年 11 月 21 日经合作社成员大会纪要，决
定将成员出资总额从 7580万元人民币减到 10万元
人民币。望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合作社申报。

特此公告
开江县绿康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9年11月21日

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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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心意通通讯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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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共发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5日

更正公告

本企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在四川经济日报
第七版刊登的清算公告中“经威远县鸭子滩种植

家庭农村（普通合伙）2019 年 9 月 19 日股东决定
申请注销”更正为“经威远县鸭子滩种植家庭农
场（普通合伙）2019 年 9 月 19 日出资人决定申请
注销”。

特此公告
经威远县鸭子滩种植家庭农场（普通合伙）

2019年11月25日

更正公告

本合作社于 2019年 9月 20日在四川经济日报
第七版刊登的清算公告中“威远县学安种植农民合

作社”更正为“威远县学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特此公告

威远县学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11月25日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3
编辑 张世庆 美编 赵磊 校对 胡玉萍

2019年11月25日 星期一 区域·公告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12月23日上午10点30分在大竹县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会议室对大竹县乡镇供水总站纳入改制的整体资产（大竹县乡镇供水总
站下辖的29个乡镇供水站的建（构）筑物、设施设备以及管网资产、土地使用权和
龙潭水库、乌木水库、同心桥水库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拍卖参考价28539
万元，详细资料见评估报告。

该标的展示于标的所在地，请竞买人自行实地查勘。房屋、土地使用权成交面
积以过户时产权管理部门确权为准，成交价不受实际面积增减的影响。报名时个
人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两份，公司请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委托代
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及保证金 1500万元（不计息）到大竹县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会议室办理报名手续。

项目名称：竞买保证金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大竹支行
户名：大竹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帐号：123958317635
报名时间：2019年12月19日9：00起至2019年12月20日17：00止
联系电话：6102456 13086326918 13981816732

达州新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
四川省东方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市嘉龙华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将其持有
对四川省东方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 49572872.10元（其中
债权本金 21441465.80元、利息 28131406.30元，截止日为 2007
年 3月 20日）及其相关担保等附属权利全部转让给四川共济
恒茂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特此
通知上述债权涉及的债务人四川省东方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组及其他义务人债权转让事宜。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他义务人或承继人向四川共济恒茂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
司履行相应还款或担保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方：达州市嘉龙华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四川共济恒茂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9983045877（黄先生）

2019年11月20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
四川达州市丝绸厂：

达州市达川区阳阳百货经营部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将其持
有对四川达州市丝绸厂的债权 44745084.57元（其中债权本金
19576000.00元、利息 2516，084.57元，截止日为 2007年 3月 20
日）及其相关担保等附属权利全部转让给四川共济恒茂企业
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特此
通知上述债权涉及的债务人四川达州市丝绸厂及其义务人债
权转让事宜。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或承继人向
达州市达川区阳阳百货经营部履行相应还款或担保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方：达州市达川区阳阳百货经营部
债权受让方：四川共济恒茂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9983045877（黄先生）

2019年11月20日

蓬溪深知培育企业做大做强，才能更好地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而真金白银的奖励，让企业
更有冲劲。

蓬溪以建成西部最大的门业专区为目标，
不断擦亮“中国西部门都”金字招牌，走出了一
条做大核心产业、完备产业配套、环境优化提质
的县域产业发展道路。

引巢 小县城迎来大集团

轰隆隆，机器轰鸣。在上游工业园区西华拓
展区，一块开阔的用地上正在抓紧建设，这里正
是国内门业龙头企业王力集团投资12亿元建设
的“王力集团·西部产业园区”。

园区规划用地800亩，将主要生产防盗门及
配件、防火门及防火材料、锁具及配件、木门及
配件、铝木门窗、铝木地板等多系列产品，同时
还将引入部分生产型服务配套项目入驻。园区

全部正式投产后，预计年纳税额不低于 4000万
元人民币。

同一时间，在上游工业园内的四川新新门
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内，总经理于洪刚正在仔
细查看最新一批的订单。

“我们是 2009 年从重庆招商引资来到蓬
溪。”于洪刚告诉记者，蓬溪便捷的交通及良好
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新新落户，通过 10年的稳步
发展，企业正积极创建市级工程技术中心，年底
产值有望冲刺1.5亿元。

据了解，蓬溪县上游工业园现已入驻企业
137 户。2018 年底，园区有规模工业企业 64 户，
实现工业总产值103.98亿元。

这个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小县城到底有怎
样的吸引力，引来数百家企业落户发展。

“县财政每年安排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逐
年增加到 2 亿元、工业发展资金每年不低于
1500 万元。同时，整合其他各类扶持资金，集

中资源支持工业发展。”蓬溪县商务经合局
副局长杨敏向记者介绍的，正是刚刚出台的

《蓬溪县加快推进工业发展二十条政策措
施》。

工业发展二十条，本着解决蓬溪工业发展
面临的突出问题，立足工业现状，在鼓励企业做
大做强、升规入统、依法纳税、投资技改、科技创
新、兼并重组、品牌创建、诚信守法、电子商务、
上市融资、绿色集约发展、人才引进、水电气成
本、用地、参与脱贫攻坚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文件内的每一项每一条均
明确了奖补金额。

与此同时，蓬溪县专门成立了县委投资促
进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组长，
县长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投促小组在土地出让、厂房建设、税收政
策、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出台激励政策，直接给予
财政奖励。同时，实行“五个一”的服务机制，对

新办企业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协议，一个纪要，
一套班子，一位县级领导”的服务办法。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蓬溪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作为经济发展

的最佳途径，大力开展优质服务活动，着力打造
投资的“软环境”，小县城也能吸引大集团，小作
坊也能做大做强。以门类产业带动工业发展，蓬
溪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强县之路，找到
了建设新型工业县的“蓬溪门道”。

据了解，下一步，围绕建设全省新型工业
化产业基地目标定位，蓬溪将以省级经济开发
区为主战场，以智能家居、绿色食品饮料、先进
材料三大产业为主攻方向，按照集约化、市场
化办园的思路，不断做强工业园区，做大县域
经济产业支撑。到 2022 年，县域经济总量突破
260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8 亿元，
创建为全省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乡村振兴
示范县。

绵竹应急救援大队党支部
开展清扫公路垃圾志愿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为深入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党员
为民服务意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
绵竹应急救援大队党支部组织党员走出驻地，
开展清扫驻地附近的德阿公路及周围垃圾志愿
活动。

党员们充分发扬矿山救援“不怕脏、不怕
苦、不怕累”的优良传统，穿上雨靴，推起斗车，
拿起铲子，带上锄头和扫帚，清扫公路上的垃
圾，清理公路水沟里的淤泥和杂草，让公路及周
围环境焕然一新。

德阳市经开区社会保障局借鉴
广汉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经验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日，德
阳市经开区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登彬、副局长张
德培一行到广汉市雒城镇参观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和康养照护中心。

参观组到雒中和汉口路日间照料中心参
观了休息室、活动室、阅览室、棋牌室、食堂
等服务设施，了解了各个功能室的开放使用
情况、老人们的活动情况等。随后，一行人到
新建设的雒城康养照护中心参观，雒城康养
照护中心是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
加入机构养老的内容，是对嵌入式养老的探
索。

参观结束后，广汉市民政局局长黄畅、雒城
镇镇长李鑫与参观组一行交流座谈。双方就照
料中心的建设、运营及服务质量提升方面及如
何培养社会组织运营照料中心等做了详细沟通
交流。

德阳市委领导调研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日，德
阳市委书记赵世勇到罗江区万安镇调研乡镇行
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

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华蓉，市委常
委、秘书长卢也，副市长徐光勇以及罗江区委区
政府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赵世勇一行先后到万安镇政府、万安镇
便民服务中心、范家大院廉政教育基地，详
细了解了万安镇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工作推
进落实情况，便民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并就
广大群众对区划调整是否满意与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交流。赵世勇对万安镇在行政区划
调整改革中的平稳和高效推进，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就万安镇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
见。他指出，罗江虽小，但是资源丰富。万安
镇要把握此次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契
机，整合自身资源，结合罗江区全域旅游规
划，在城区发展和特色旅游方面多下功夫，
干出成绩。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刘蓉）近日，记者
从德阳市水务局获悉，为切实增强界河非法采
砂打击实效，做好水利行业治乱工作，确保防洪
安全、生态安全，德阳市水利系统与成都市金堂
县组成联合执法组，于 11 月 20 日 22 点至 21 日
凌晨1点，共同开展跨区域河道非法采砂联合执

法行动，对绵远河广汉市松林镇与金堂县官仓
镇交界段进行执法巡查，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据介绍，此次联合执法组由德阳市砂整办、
水利局，广汉市砂整办、公安局、水利局，金堂县
水利局等部门共 30余人组成。当天晚 22时许，
联合执法组到达绵远河与沱江汇口河段附近，

发现金堂界内一艘抽砂船正在盗采砂石，执法
人员立即要求其停止违法行为，上岸接受调查。
盗采嫌疑人发现执法人员后，并未按要求上岸
接受调查，而是迅速驾船逃窜，联合执法组立即
决定分两个组开展行动，一组驾驶橡皮艇追击
盗采嫌疑人，另一组继续沿河巡查。追击组在下

游约 1.5 公里处追上盗采船只，但嫌疑人已上
岸，并逃离，执法人员利用随船携带的工具将盗
采设备捣毁。同时，巡查组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一
艘无人看守的浮筒抽砂船，并进行了捣毁。

联合执法组表示将加强沟通交流，多开展
联合执法，对非法采砂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
有 文/图）旌阳区就业扶贫培训专
班又开班啦！近日，由德阳市旌阳
区人社局举办的“就业扶贫培训专
班（GYB）”在双东镇龙洞村开班。
这是旌阳区 2019 年第二期就业扶
贫培训专班。此次培训共有 23名双
东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由德阳
安装技师学院安排资深创业培训
讲师授课。

培训讲师结合生动简洁的案例
给学员传递创业知识与创业扶持政
策，引导他们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创
业意识，激发内生动力，提升贫困群
众致富增收能力。课堂上，学员们认
真学习，踊跃发言，展现出他们积极
进取的精神面貌。

今年 6 月，旌阳区人社局在和
新镇英雄岭村举办了第一期就业
扶贫培训专班，为和新镇 55 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包括传统中
餐、特色农家菜等地方特色菜系的
培训，培训后推荐优秀人员实现了
就业。

成德两地携手重拳打击界河非法采砂

旌阳区人社局开办第二期就业扶贫培训专班
内江市中区纪委监委重点整治
医疗教育问题“痛点”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周瑞雨 记者
毛春燕）近日，内江市中区纪委监委按照“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
的相关要求，找问题、列清单，不断提高整治
实效。截至目前，该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
蹲点调研村（社区）16个，走访群众200余人，
以清单方式将 23项专项整治具体任务下发
到19个牵头部门。

该区纪委监委在全区 20 所医院聘任区
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20名作为廉政院长，
组织 21个医疗单位与病人签订不收受红包
承诺书；以优化各项医疗管理流程，调整充实

“三医监管”专家队伍，完成了医疗机构三医
监管疑似问题调查、核实、处理；抓日常监管，
核实是否存在不合理治疗、过度诊疗、不合理
收费；结合实验幼儿园侵占挪用代管幼儿生
活费典型案召开警示教育会，引导学校、教师
知敬畏明底线。

今年以来，该区查处凌家镇卫生院过
度医疗、乱收费典型问题 1 件，党纪政务处
分 3 人；查处收受药品商、医疗器械商回扣
典型案 7 件，党纪政务处分 7 人；深入治理
学校滥定教辅资料、教师违规有偿家教等
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先后查处翔龙中学教
师违规有偿家教等典型案例 20 件，党纪政
务处分 20人。

培训现场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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