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眉山市朱春茂《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
0060296号，车牌号：川Z36656）遗失作废。

●杨西林（身份证号：511131195806284238）于2011年2月23日在
丹棱县江陵路（白塔社区综合楼）1栋 1单元 4楼 1号登记住宅一套的

《产权证》（产权证号：监证0017426号，面积：134.87平方米）遗失作废。
●丹棱县吃起走夜宵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 6月 22日

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424MA65PCQM7H）遗失作废。
●罗江县万事兴烟酒销售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

510626600077521）遗失作废。
●罗江县志达饲料综合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

510626600058796）遗失作废。
●兹有尹刚、赵玉芳持有成都城投地产有限公司观城车位 512号

专用收据为 0006232号金额为 7561元（契税 5362元、维修基金 929元、
登记费550元、印花税626元、交易手续费94元）不慎遗失、特此声明原
件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简阳市石板凳镇长堰村 4组 8号刘仁伦所持身份证（号码
511027197501032813）于2019年12月7日下午14时在上海虹桥机场遗
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要求，决定于2019年12
月 26 日 10 时整在四川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
议。请各位股东准时参加，未到场的股东按弃权论，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四川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9日

公 告

四川省鑫茂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车辆川 T11173、川 T25705、川
T15319、川 T16469、川 T22570、川 T26213、川 T28691、川 T17313、川
T19682因年久失修，不能行驶，由于不懂政策法规已将车辆解体变卖，
行驶证，牌照，登记证书均遗失，无法到车管所办理销户手续。本公司
承诺如上述车辆在路上行驶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四川省鑫茂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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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锦江区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采用单户或打包的形式处置陈义全、赵志刚等63户
债权，其资产项下的本金合计余额为2325.65万元，特发布
此公告，本公告具体本金及担保方式明细如下（单位：元）：

一、房屋抵押类担保债权（一抵）：
陈义全 19.29万；赵志刚、代云丽 56.44万；王刚 70万；

王明星 60万；朱波、孙艳琴 3.47万；李国平、钟琴 107.73
万；何龙、夏萍珍 50万；方晓明、章传伟 73万；刘琳、陈奇
20.11万；曾虹 5.6万；杨杰 82.82万；陈杰 130万；易军
8.46万；蔡玉全、刘国兰 5.46万。

二、房屋顺位抵押类担保债权（二抵）：
袁东霞 14.45万；徐宏斌 2.8万；夏登榜、程瑶 10万；刘

秋梅 54.71万；黄兰英、周事海 17.13万；伏松 23.5万；李晓
萍、秦朗 30.26万；罗文龙 40万；罗健、石红梅 40.28万；张
钧楷、张玲 20万；吴刚、罗灵玲 35万；李成、李君兰 10.63
万；田泽亮、张学凤 44万；肖贵兵、高世花 30.8万；张吉林、
陈蓉 40万；何魁、王晓萍 34.98万；丁杰 44.55万；谭斌、黄
维玮 13.45万；刘欣、牟丹 87.41万；吴涛、郑雨静 49.89万；
罗依斯甲 72.62万；刘熙特、郭凤 40.85万；刘成、吴雪莲 72
万；石光锐 44.44万；刘燕军、黄莹 45万；杨蓓、王林 45万；
唐飞 0.36万；熊桂容 20万；申从会、廖春跃 5.53万；彭瑛、
徐豪 45.1万；陈树霖、余秀华 14.47万；王静 21万；朱丽
7.75万；刘润、陈尧 24.13万；谢敏、刘禹 23.75万；裘滔、王

婧 8.52万；何军、周茜 46.11万；刘雷 75.9万；郭虹 29.48
万；吴鑫海 45万；李庆、罗刚 49.78万；刘继永、秦小吉 53.12
万；吴瑞杰、于丽丽 25.77万；刘兴、李胜乔 5.14万；李波 50
万；曾伟、朱燕 3.2万；李文泽、潘康珍 48万；向磊、林凤
40.45万；靳丽 26.96万。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5日内。

联 系 人：杨经理、刘经理
联系电话：028-85466861、028-85405962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紫东楼段35号明宇金融

广场2104 邮编：610065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56763838（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19日上午9:30举行四川省资产拍卖会对以下标的进行
拍卖：

标的1：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8-2“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8-2”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8-3“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8-3”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9-1“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9-1”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4：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9-2“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9-2”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5：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9-3“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9-3”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6：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9-4“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9-4”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7：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10-1“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10-1”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8：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10-2“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10-2”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9：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阁街71号10-4“达州市大竹新综合楼10-4”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0：达州市大竹县一环路西段37号一单元1-1号“达州市大竹县西门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1：达州市大竹县一环路西段37号一单元2-2号“达州市大竹县西门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2：广安市邻水县胜利街51号1栋2单元205“广安市邻水鼎屏镇胜利街7号1单元2-5”资产

权益一宗。
标的13：广安市邻水县胜利街51号1栋2单元405“广安市邻水鼎屏镇胜利街7号1单元4-5”资产

权益一宗。
标的14：广安市红旗街98号一幢一单元801“广安市城南红旗街98号”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5：南充市蓬安县徐家镇文昌街12号“蓬安县支公司非住宅一处”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6：自贡市自流井区钟云山路7号9栋3单元1号“自贡市自流井区钟云山居委会20栋3单2

楼”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7：自贡市自流井区钟云山路1号2栋一单元3号“自贡市自流井区钟云山居委会2组2栋1楼”

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8：泸州市龙马潭区一环路迎宾大道一段430号1栋2单元4楼右“泸州迎宾大道一段47号楼

1单元7号宿舍楼”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19：泸州市江阳区廖家花园巷2号1栋1单元401“泸州市瘳家花园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0：泸州市江阳区廖家花园巷2号1栋1单元501“泸州市瘳家花园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1：泸州市江阳区廖家花园巷2号1栋1单元701“泸州市瘳家花园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2：泸州市江阳区官井巷3号1栋2单元502“泸州市关井坎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3：泸州市江阳区官井巷3号1栋2单元601“泸州市关井坎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4：泸州市江阳区官井巷3号1栋1单元701“泸州市关井坎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5：泸州市江阳区官井巷3号1栋1单元702“泸州市关井坎宿舍”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6：乐山市滨江路中段1260号2栋1-1号“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新）”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7：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380号2-4-2“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旧）”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8：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380号2-2-2“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旧）”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29：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380号1-2-1号“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旧）”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0：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380号2-5-1号“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旧）”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1：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南段380号1-5-2号“乐山市分公司机关宿舍（旧）”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2：德阳市蒙山街153号（2栋）1-1“德阳市分公司饶益门面”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3：德阳市蒙山街153号（2栋）1-2“德阳市分公司饶益门面”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4：德阳市蒙山街153号（2栋）1-3“德阳市分公司饶益门面”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5：德阳市蒙山街153号（2栋）1-4“德阳市分公司饶益门面”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6：德阳中江县龙台镇解放路“德阳市中江县龙台营业用房”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7：成都市双流棠湖西路1段79号2幢3单元10号“成都市双流县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8：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一村16-9号“攀枝花市河门口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39：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一村16-10号“攀枝花市河门口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40：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银星小区（盐边县银星街1号7栋7-1-10（5层））“攀枝花市盐边

县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41：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银星小区（盐边县银星街1号7栋7-1-3（2层））“攀枝花市盐边县

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42：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银星小区（盐边县银星街1号7栋7-1-9（5层））“攀枝花市盐边县

支公司住宅”资产权益一宗。
标的存在瑕疵，详见拍卖文件。优先购买权人需在公告期间提交书面申请并进行登记，否则视为放弃。
有意竞买者请提前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前来四川省成都市德胜路33号星逸酒店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索询保证金金额和帐户（保证金以2019年12月18日15：00时前到指定帐户为准）。
咨询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18日 10：00-15：00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详情参阅公司网址：www.zonto.com.cn
拍卖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德盛路33号星逸酒店6层A会议室
咨询电话：宋先生18610561631、杨先生13810252334、刘先生18600265677、010-84935941

受相关单位委托，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处置，现进行招商：
招商标的：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倒桑树街106号1栋3单元2层302号、3层304

号、4层306号三套房产。
咨询电话：杨先生 13810252334

招商
公告

北 京 中 拓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眉山市东坡区北中巷6套住宅（分套拍卖），建筑面积：79.73—94.24m2/

套。参考价：25.9—28.55万元/套，保证金：3万元/套。
2、眉山市洪雅县洪川镇文昌路25号1栋1单元14层6套住宅（分套拍卖），

建筑面积：48.92—125.71m2/套。参考价：22.05—54.46万元/套，保证金：5万
元/套。

3、眉山市青神县中岩路13号门市，建筑面积：25.29m2。参考价：19.13万
元，保证金：4万元。

4、东坡区仓库综合楼（含车库、厕所、停车房）及相邻土地，建筑面积：
1096.34m2，土地面积：1764.37m2。参考价：616.8万元，保证金：80万元。

5、旧机动车1辆（别克小型普通客车1辆），参考价：8.5万元，保证金：3万
元。存放地：成都市。

二、拍卖时间、地点、方式：标的1-4，2019年12月25日14:00在成都市青
羊区方池街35号会议室以现场竞价方式拍卖；标的5，2019年12月17日11:
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
竞价拍卖方式。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在标的现场展示，
详细资料向我公司索取。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竞买人应于拍卖前一日16:00前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
户（以到账为准），凭有效证件和交款凭证于拍卖前一日17:00前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标的5还须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上报名。

咨询电话：028-86699706、13980846152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0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23日上午9:30时，在大竹县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会议室对安吉乡、清河镇、观音镇等5个乡镇污水处理厂的建（构）
筑物、设施设备、土地使用权和7个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资产公开拍卖。拍卖
参考价8363万元。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及拍卖公司资料展示；本次拍卖成
交后的过户税按国家法律规定各自承担、费由买受人承担，涉及标的物范围和
移交事项等相关事项详见竞买协议、评估报告书。

报名凭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并缴纳信用保证金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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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时间：2019年12月16日9：00起至2019年12月22日17：00止
联系电话：18989169888 0818-2392158

达州市聚龙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10日

拍 卖 公 告

广汉市水利局联合多部门
查获一起非法采砂案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12月4日
凌晨，在德阳市水利局水政监察支队的支持下，
广汉市水利局、金轮镇政府、派出所，联合旌阳
区水利局、什邡市水利局开展异地联合执法，对
交界处河道内的非法采砂实施重拳打击。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4日凌晨 5点，联合执
法人员冒着寒风，一举查获石亭江广汉金轮段
与什邡禾丰段交界处河道内的 1 起非法采砂
案。经查证，涉案机械是通过私自搭建下河引
道、破坏堤防防浪墙从广汉市金轮镇下河，进入
什邡市禾丰镇境内进行盗采。德阳市水政监察
支队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进行了现场协调，涉嫌
非法盗采的1台装载机、4辆运输车由什邡水利
局依法进行暂扣处理，广汉水利局负责拆除金
轮镇的下河引道并恢复被破坏的堤防防浪墙。

通过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有效地遏制了交界
河道的非法采砂势头，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活动。

罗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刘玲 记者 钟正有）为
全面推进罗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坚持生
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该区综合执
法局的“三抓”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宣传培训，提升垃圾分类知晓率。一是在
城区八景苑广场、商业步行街等人员密集地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以“面对面”宣传、发给宣
传单的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二
是利用垃圾分类进社区、进校园等形式，在社
区、学校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知识培训；三是利用
城区LED、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开展垃
圾分类宣传，形成垃圾分类“人人知晓、人人参
与”的新时尚。

组织动员，充分发动人员参与。一是不定期
组织志愿者走街串巷、入商铺、到居民家中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宣传活动，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相
关知识；二是每月定期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
会，查找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难点，全面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设施建设，提高市民投放准确率。在城区主
要街道、小区等地投放了 24 个环保智能勾臂
箱、60余组 4分类垃圾桶、5座垃圾分类亭及 10
个复古两分类果皮箱，进一步提高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设备覆盖率，从而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投放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阿坝讯 （方驰 记者 庄媛 文/图）日前，当
第一缕阳光洒在马尔康松岗镇洛威村五保户罗尔依乓家的窗户
上时，村支部书记哈姆头已经带着几个党员、村民将干柴火给他
送到家门口了。

罗尔依乓是村里的孤寡老人，今年82岁。洛威村地广人稀，
为了方便照看他，村委会将他安置在村活动室旁的空房间里。哈
姆头跟老人有个约定，每年由村党员志愿服务队帮他拾两次柴
火，帮助他解决日常煮饭、冬天取暖的问题。

“党员服务队就是一群照亮大山的人，大家经常给我送点蔬
菜、腊肉和酥油，每个月还帮我打扫一次卫生。还是共产党干部
好啊。”罗尔依乓激动地说。

洛威村党员志愿服务队成立于今年年初，定位就是便民利
民的“后勤队”、防汛减灾的“先遣队”、环境保护的“先锋队”。党
员服务队有核心队员6人，他们分别是村支部书记哈姆头，村妇
女主任、村民兵连长、村会计、村监督委员和一名女党员，平均年
龄 45岁。大家参加队伍没有一分钱的酬劳，就是本着一名党员
的初心，去给群众服务。

哈姆头的手里有一个笔记本，记录着全村所有群众生产生
活中需要帮忙的问题，包括村里的婚丧嫁娶、五保户的看护照
顾、贫困户的农活困难帮扶等等，就像是一个个“订单”，党员志
愿服务队则按照这些“订单”来提供服务。

今年下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了“践行
志愿服务 坚持绿色环保”等活动10余次。大家心甘情愿的付出，已
经成为洛威村发展致富、保护生态、解决民生的最可依靠的力量。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记者从什
邡市财政局获悉，什邡市认真落实国家惠农政
策，坚持公示制和“一卡通”发放方式。全年发放
惠农补贴 3991万元，其中兑付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耕地地力保护资金 3591万元、种粮大户补
贴资金1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00万元。

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安排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2998 万元，其中本级资金 2483 万
元，同比增长60.14%。资金使用于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入户道路建设项目、市级贫困村扶贫项
目、“五改三建”到户项目等精准扶贫措施，使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得到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 1264万
元，开展水利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项目于

2018年 9月开工，2019年 5月完工。项目完成后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318亩，新增年供水能
力 8.58 万立方米，新增年节水能力 8.01 万立方
米，治理中小河流长度13.44公里，受益人口1.35
万人。

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该市已注入乡村
振兴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金 1,087万元，由省

农担公司、德阳、什邡、合作银行按 4：0.5：2.5：3
的比例进行分险。“6+3”模式整合6方面的力量，
开展 3 项措施，共同解决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难
题。“6”：指政府、合作银行、省农担公司、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产业协会、行业龙头企业。“3”：指
以农业信贷担保为基础，配套项目支持和农交
流转交易。

四川经济日报讯（黄维 记者 钟正有）12月7日，关
塘村村委会院坝热闹非凡，中江供销社关塘村帮扶工作
组组织的“脱贫攻坚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在此举行。

活动由帮扶工作组组长主持，第一书记、村两委
配合，首先对贫困户到户享受的普惠政策进行再次解
读和宣传，如财政代缴基本医疗保险、代缴基本养老
保险、低保政策、五保政策、“两建三改”政策、退耕还
林补贴、大病救助、教育政策、危房改造等等扶贫政策
进行逐一解读。

由帮扶干部配合，活动采取随机抽问、抢答的方式
提问，“你认不认识第一书记？”“你认不认识帮扶干部？”

“请你说一下你家享受了哪些帮扶政策？”“你知
不知道‘两建三改’是什么？”对回答正确的贫困户发
放脸盆、毛巾等日用品。对回答不准确的由帮扶干部
再次进行政策强化。此次活动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
别开生面地宣传了扶贫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政策
的理解和掌握得到巩固，对精准扶贫的认知度、满意
率有了提高。

落实国家惠农政策 多措并举助农增收

什邡市全年发放惠农补贴3991万元

马尔康洛威村党员志愿服务队“订单”服务群众

资阳交警一天两开“绿色通道”
护送急症病人就医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 （凌敏 记者 汤斌）
记者昨日从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12月
7日，该支队直属一大队执勤交警连续为两名
急症病人开辟绿色生命通道，帮助他们及时得
到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交警同志，我车上有个病人急需送到 431
医院抢救，路上太堵了，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哈
忙！”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许，资阳市雁江区
火车站路口，一辆黑色越野车路过该路口时，突
然将车停在执勤交警面前，急切求助道。

执勤交警见情况危急，随即驾驶警车，拉响
警笛，并用对讲机通知指挥中心及沿路执勤交
警疏导交通，为病人开辟了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5点50分许，北门路口
组执勤交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一辆由莲花
路驶往北门路口的红色轿车上，有一名需要紧
急送医的孕妇，该名孕妇大出血，情况十分紧
急，需马上送往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而此时正是上下班高峰期，接到指令后，执
勤交警迅速组织人员疏导交通，以最快的速度
安全将该名孕妇送至人民医院，为及时救治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

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捡拾垃圾我们是行动者”活动

中江供销社：搞好扶贫政策大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