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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 10:0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举行网络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旧机动车9辆，整体拍卖参考价14.5万元，竞买保证

金2万元，车辆详细信息请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公示的相关资料中下载索取。

展示时间:2020年1月19日至20日
展示地点：在标的物停放所在地展示，联系人：赖老师，联系电

话：13551870008。
竞买人请于2020年1月20日16:00前（银行到账为准）将竞买

保证金2万元转至我公司账户（户名：四川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账号：51001890836050424786；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锦
城支行），并凭有效身份证件于2020年1月20日17：00前到本公司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028-86751921 18380471037
公司地址：成都市暑袜北一街93号办公楼3楼

四川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月14日

遗失公告

●丹棱县置信房产中介服务部公章
（印章编码：5138250002106）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七色光艺术教育培训
中 心《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652001247501）遗失作废。

●东坡区圣丹大药房车辆厂雷岗加盟
店《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副 本（证 号 ：川
CB2100646）遗失作废。

●青神县大西街牙科诊所营业执照正
本（2020年1月13日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1425MA69YXAD11）遗失作废。

●名山县名联生猪饲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副本（2011年7月25日核发，注
册号：513122NA000127X）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2011级，软件工
程 专 业 学 生: 谭 括 报 到 证（ 号 ：
201513903202314）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

明。
●锦江区华展服装店，工商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01043040083）遗失作废，特
此登报声明。

●胜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给 6-
1-1303 号业主胡俊杰的契税收据（编号：
0043661.金额：4592）遗失，声明作废。

●都江堰市马雨副食店营业执照(注册
号:510181600091404)正副本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凯美尔电器经营部营业执
照(注册号:510181600169176)正副本遗失作
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新兴快乐潮流屋

(经营者：周友英）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1011060021429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下列企业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注销。

企业名称：中江县丹福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住所：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凯江镇滨
河路59号

法定代表人：郑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62359275354X3
注销日期：2020年1月10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荥经县红发锌业有限公司、荥经
县宏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2020 年 1 月 13 日作出的股
东会决议，荥经县红发锌业有限公司拟
吸收合并荥经县宏瑞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荥经县红发锌业有限公司存续，荥
经县宏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解散，根据

《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

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荥
经县红发锌业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 系 人 ：王 月 林 联 系 电 话 ：
15983537088

地址：荥经县牛背山镇五马溪
特此公告

荥经县红发锌业有限公司
荥经县宏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3日

夹江县晨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晨东蛋鸡养殖基地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

夹江县晨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晨东蛋鸡养殖基地项目征求意见稿已形
成，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夹江县晨东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晨东蛋鸡养殖基地项目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示。
公开信息不涉及保密内容：

1、项目名称：晨东蛋鸡养殖基地
2、项目业主：夹江县晨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乐山市夹江县梧凤乡王坎村2社
4、项目概况：本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面积30亩，新建蛋鸡养殖基地，主

要建筑物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包括厂房和办公用房，购置相关设施设备，配套
场地、道路硬化。建成后年存栏蛋鸡40万只，产鸡蛋3500吨。

5、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huanpingbao.cn/jcb-portal/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id=6557
6、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项目业主：夹江县晨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童先生 联系电话：18283377787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承办单位：新疆鑫旺德盛土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益街38号理想中心1栋1009室
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电话：18081335466
7、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受影响或关注本项目的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同时欢迎评价范围外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8、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反馈意见和建议给建设单位或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也可直接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办公场址进行相关信息查询或反
馈。

9、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反馈时限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

夹江县晨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月 14日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及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机构投资人所持公司股份并减资的议案》，决定
回购并注销机构投资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3,279.6万股，同时减少注
册资本 13,279.6万元，注册资本由 51,870万元变更为 38,590.4万元；股
份总数由51,870万股变更为38,590.4万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
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
本相关事宜。

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请
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金象赛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 14日

迁坟公告
因成都天府新区高空餐厅项目建设的需要，凡在该项目红线范围

内的坟墓需迁移，本次迁坟涉及天灯村7组原瓦厂8社。
请上述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各坟主于 2020年 1月 19日前将坟墓自

行迁移。逾期未迁移者，则按无主坟处理。
如有疑问请咨询所属村委会。

成都天府新区合江街道办事处
2020年1月14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叶小梅 记者 钟正有
文/图）最近，绵竹市大街小巷、镇乡、社区纷纷
张贴出“欢迎农民工回家过年”的标语，让回家
过年的农民工感受到了来自家乡人民的热情。

为扎实做好今冬明春农民工服务保障工
作，该市提前制定《绵竹市今冬明春返乡农民
工服务保障方案》方案，召开全市相关部门联
席会议，安排和部署相关工作，做到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紧扣主题，专人负责，层层落实。元
旦前，该市“情系农民工、温暖在寒冬”系列返
乡农民工服务保障活动已经拉开帷幕。

“情暖工地”。通过开展“放心回家，安心
过年”活动，集中办公部门联动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为农民工安心回家过年提供保障；带
上免费电影和可口美食，带上就业政策和法
律宣讲进工地，让坚守在工地的农民工过一
个温暖的新年。

“情系就业”。充分利用农民工返乡契机，
开展“春风送岗，归雁回巢”返乡农民工专场
招聘会，全方位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提供
就业平台；举办技能培训班，让返乡农民工能
掌握一门技能技术回乡就业创业；在全市 12
个金融平台设立人社政策宣传栏把相关政策
送到家门口，让农民工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到
相关政策。

“情浓童心”。开展“大手牵小手 书香暖童
心”读书赠书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送来片片

温情与拳拳关爱。让农村留守学生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感受阅读的快乐。

“情献驿站”。绵竹市南门车站设立“欢迎
农民工回家过年，返乡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服
务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热水、药品，邀请返
乡农民工朋友进言献策，话家乡建设，零距离
聆听他们的心里话，收集意见建议,发放普法
宣传资料，为返乡农民工送去家乡的温暖。

“情牵异乡”。该市领导带上满满的深情

和礼包远赴广东慰问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让
他们了解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党和政
府的关心。

“情满旅途”。到成都迎接搭乘专列回家
的老乡，在年画村举办返乡农民工座谈会，吃
团年饭，畅谈家乡变化和经济发展。

今年注定是一个饱含温暖和幸福的年，
该市将用真心和真情为全市返乡农民服务，
让他们能真正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暖。

四川经济日报讯（钟友义 记者 钟正有）“我
才来单位工作1个月不到，这次培训班办得太及
时了，对我提升工作技能很受用，如果可以，希
望你们以后多办点这种培训班。”四川富春林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新进职工叶静如说道。

新年伊始，中江县人社局按照“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既定部署，加快推进全县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企业人才队伍建设。1月 8日，该县人
社局、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和66名参训学员，在
实验中学举行该县新年第一期“企业职工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顺利打响全县2020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第一枪”。

本期培训采取“项目制”“订单式”模式
进行，培训内容为企业急需的三维 CAD 绘
图，由德阳市中普职业培训学校选派经验丰
富的讲师授课，70 个培训学时全部安排在周
末和夜间，确保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不影
响职工收入，培训结束后，由德阳市技能鉴

定中心统一组织考核，并对培训合格者发放
技能证书。

2020年，该县人社局将持续用力，积极弘扬
工匠精神、大力提升培训质效，帮助全县技能人
才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推动县内民营企
业更有底气、更加健康的发展。

“110”宣传日
德阳公安现场返回百万余元现金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1 月 10
日，德阳市民李女士拿到了自己的 20 万元现
金，高兴地向民警说：“感谢德阳公安帮我追回
了被骗的钱。”据悉，在 10日下午的“110”宣传
日活动现场，德阳市公安局向被骗群众共返还
了百万余元现金。

2018年国庆节期间，李女士从网上认识了一
名网友。经过交流后，这名网友取得了李女士信
任，随后该网友向李女士介绍可以赚钱的项目。

“我给对方转了大概4次款，其中一次是10
多万，其余都是 20万一次，总共给对方转了 70
多万元。”李女士介绍，最开始对方一直都不让
她取钱，但后来自己想试试，看能不能取出来。
结果，一直就取不到现，然后就打电话联系对
方。“没想到对方以客服等多个身份与我联
系。”这时候才知道上当受骗的李女士赶紧向
公安机关报警。经过德阳警方追缴，目前为李
女士追回了20万元。

据了解，2019年，德阳市公安局把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抽调精干警力，组
建工作专班，开展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会
战。行动中，该市公安民警先后辗转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甚至跨出国门，行程上百万公
里，破获了一大批大要案件。破案数较去年大幅
上升130%，抓获人数较去年上升66%。据统计，
2019年德阳市共破获案件129件，抓获各类电诈
犯罪嫌疑人员 248 名。止付涉诈账户 2082 笔
4452.69万元，冻结资金共1215笔4742.09万元。

绵竹市开展消防车通道专项整治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绵竹市消防
车通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于2020年1月9日
至3月31日期间实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打通

“生命通道”为主题的消防车通道专项整治工作。
长期以来，在消防车通道上违法停放车辆，

违章搭构建筑物、设置摊位，违法设置铁桩、石墩、
水泥墩等固定障碍物的情况屡禁不止，严重影响
消防车通行，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绵竹市安委会决
定于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期间分三个阶段开展以
打通“生命通道”为主题的消防车通道专项整治
工作。要求住建、综合执法、交警、消防等部门，
集中开展消防车通道安全检查，用足用好法律
手段，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一批违法单位和
个人。同时，将通过本地网络等平台依法向社会
公开披露信息，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形
成强大震慑力。

《方案》注重标本兼治，在严管重罚的同时，
要求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在停车设施建设、资
源统筹共享等方面给予支持，最大限度扩充车
位，引导分流停车，疏堵结合。

中江县人社局打响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第一枪”

绵竹市：情系农民工 温暖在寒冬

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德阳城管：
挥毫赠春联佳节送祝福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王煜铭 记者 刘蓉）
1月 11日，德阳市城管执法支队联合文庙社区
依托“星期六志愿者广场”开展了“迎新春、惠民
生、暖冬行、爱传递”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免
费为市民群众书写春联，送上新春美好的祝愿。

当天早上 9点 30分，该市城管执法人员蘸
好笔墨，凝神聚气，挥毫泼墨，用行书、楷书等各
种字体，在红彤彤的纸上，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市
民群众撰写了饱含吉祥祝福的对联和福字。短
短几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共为市民群众书写春
联200余幅，福字400余张。

随后，城管执法人员来到长江西路、文庙步
行街，将写好的春联和福字赠予沿街的经营户
们，主动帮忙张贴在店门外，以表新春祝福，感
谢过去一年对城管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并收集
日常管理意见和建议。沿街经营户纷纷表示，快
过年了，收到这样的礼物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