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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宗地编号

51011500900
2JB0001

51011500900
2JB0003

宗地位置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
永和社区12组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
永和社区35 组

宗地面积

993.32 平方米（约
1.4900亩）

4748.45平方米
（约 7.1227亩）

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
40 年

商服用地
40 年

挂牌
起始价

85.00 万元/
亩

85.00万元/
亩

竞买
保证金

共计人民币
219.63万元

规划指标
容积率

不大于 1.5

不大于 1.5

建筑密度

不大于 60%

不大于 60%

绿地率

/

/

建筑高度

小于等于3层

小于等于3层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成温集挂告（2020）02 号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两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公告如下：
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人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自然人报名，申请人需单独申请竞买，不接受联合体竞买；510115009002JB0001、
510115009002JB0003 上述两宗土地需由同一竞买人取得，且竞买方项目规划建设方案应符合当地村庄规划及取得当地村委会对其规划
建设方案认可的批复。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温江分所挂牌出让，挂牌公告期为 2020年 01月 21日至 2020 年 02月 09日，挂牌竞价期
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02月 10日 9 时至 2020 年 02 月 21日 16 时。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摘牌成交；如产生
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转入现场竞价，现场竞价时间为 2020 年 02 月 24日 10时。
竞买申请人请于 2020 年 02月 19日 16 时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19.63万元（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
的报名资料办理报名手续，领取应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02月 19日 16 时。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竞买人请于 2020年 01月 21日起登陆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文件》。
联系地址：成都市温江区锦泉街 281 号(成都农交所温江区分所)
咨询电话：郑老师:028-82611627 转 8070；高先生:18782202355 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

二、

三、

四、

五、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2020年1月21日

遗失公告

●四川惠凌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君名章（印章编
码：5106260012970）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蔡娃烟花爆竹经营部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181MA62899C37）遗失作废。

●郭电令位于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南段 13号 1单元 13楼 3

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证号：监证 0868466］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
明。

●雅安鑫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运营证（川交运营雅字0061366
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苍 溪 县 金 星 永 灵 消 毒 服 务 部 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
5108245008390）遗失作废。

公 告

眉山市东坡区阳光飞扬英语教育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1140277980874X2）拟向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
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清算组负责人蒋孝兵电话：13981820955
眉山市东坡区教体局电话：028-38205290
眉山市东坡区民政局电话：028-38119431

眉山市东坡区阳光飞扬英语教育培训中心
2020年1月21日

公 告
成都市锦江区大道教育培训学校：

本委受理的你单位与杜茜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锦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 202
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
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20日

目前，家政服务已成为中国稳就业、扩消费
的重要民生服务行业，其提质扩容以及信用体
系建设一直备受瞩目。2019 年，成都市根据相
关工作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家
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精神，以满足居家服
务刚性需求和品质提升为导向，推动居民和家
庭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发展，加快建立
企业员工制度、从业人员注册制度、家政信用公
开制度、追溯公示制度建设，着力打造“成都家
政”金字招牌。

在成都市商务局的指导、统筹和监管下，成
都市家政协会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与参与
企业（机构）共同成立推进工作小组。自家政信

用体系建设启动以来，成都市家政协会组织开
展信用信息录入（认证）培训活动 4场次，引导
参与信用体系建设家政企业（机构）开展各类规
模信用信息录入（认证）培训超30场次，并积极
梳理录入（认证）工作中出现的认识问题、填报
技巧等，全面提升工作效率。

截至2020年1月19日，全市共有39家家政
企业在国家商务部“家政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
息记录，25家家政企业与市家政协会建立合作
关系，43776名家政服务员在商务部“家政服务
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记录，通过身份验证的
家政服务员超过15000人，免费发放《家政信用
平台注册和信用信息查询操作手册》15000 余

份，免费制发《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卡》12000
余张。

通过人民网、成都发布、四川电视台等主流
媒体以及自媒体宣传超30场次，成都家政信用
体系建设的知晓度得到全面提高。据市家政协
会会长王小兵介绍，成都家政信用体系建设已
初见成效。一是通过各类媒体的宣传报道，全市
家政企业的参与度超过预期。二是通过培训和
免费制发手册，录入工作效率全面提高。三是通
过发放信用信息卡，家政消费者安全感大幅提
高，满意度达 95%。四是成都家政信用体系建
设，将对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成都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陈晨）

1 月 20 日，记者走进德阳市旌阳区黄河新
区，寒冷冬日里，这里依然洋溢着蓬勃发展的热
意与活力。刚刚过去的2019年，黄河新区紧扣打
造“宜居、宜商、宜业”幸福新城，建设高端品质

“旌北新城”的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力
招大引强、加快转型升级、全面创新改革，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为助力德阳市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华丽“蝶变”贡献了新区力量。

突出新区顶层设计 推动规划优

“成德同城化，旌阳新未来。”眼下，旌阳全
区上下同频共振，全力推进成德在交通、产业、
规划和城市品质等方面协同发展，助推成德同
城化率先突破，努力成为成德同城化发展的领
头雁。旌北新区作为成德同城化核心区，正在加
快建设。为此，黄河新区承担起旌北新区建设主
导者和主力军的重任。

2019年，黄河新区明确了旌北新区建设的时
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据悉，旌北新区起步区范围
约11平方公里，包括“成绵高速以西、青衣江路以
北、鸭绿江路以南、宝成铁路以东”。按照“两年强
基础、四年显成效、六年成规模、八年建新城”的

“四步走”总体思路，建设高铁门户商务区、产城融
合引领区、生态宜居示范区、成德同城先行区。

一个特色鲜明的生态宜居宜商宜业的现代

化新城将崛起成为德阳城市新中心的一颗璀璨
明珠。

项目激发城市活力 推动产业优

“以前，德阳城市以北万达广场那些地方很
偏僻，现在成了商业中心，吃、喝、玩、乐、购一站
式搞定，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喜欢摄
影的市民唐先生，用镜头记录城市的变化，在他
的相册里，一张张俯瞰德阳的美图让人心潮澎
湃。通过前后对比，让人真切感受到旌北新区的
美丽“蝶变”。

“生态为底，绿色新城。”在旌阳，这些年来
变化最大的便是黄河新城。作为旌北新区商业
繁华地带，黄河新城环境优美，商业氛围浓厚，
正加快建设“百亿商圈”，并已成为万达、碧桂
园、华西希望集团等商业或房企巨头落子德阳
的首选地。

为旌北新区赋能，进一步提升内涵与品质，
升级传统业态、培育新兴业态成为必然的选择。
围绕文德湖、高铁站等重要城市节点“招大引
强”，黄河新区加快万达、希望城等实体零售、生
活休闲集聚区建设，稳步扩大住宿餐饮、高端商
贸等传统消费，积极培育社会服务、文化娱乐等
新兴消费热点，形成服务业聚集圈，加大匹配产
业的招商引资力度，逐步形成产业特色突出、集

聚发展的态势。立足现有服务业优势，打造美食
文化街区、特色商业街区，加速聚集人气。如今，
在万达金街，彩虹夜市等已吸引100余户商家入
驻，初具规模，尤其是玫瑰香街已初步形成以胡
桃里品牌酒吧等为代表的经营特色。此外，大参
林·地王豪庭、世贸·璀璨天城、美信·国际花园
等在建项目紧锣密鼓有序推进。

目前，黄河新区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
商务、商务会展、行政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与文
化餐娱、高端住宅、教育医疗、康养购物等生活
性服务业的“5+4”服务业产业体系正加快形成。

着力补齐城市短板 推动配套优

蓝图绘就，产业兴旺，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也
不会落下。黄河新区立足高品质建设城市，加强
景观打造。已开工建设的绵远河生态整治工程，
拉开白鹭湖生态湿地公园建设序幕，力争打造
旌北新区支撑性生态景观项目；利用城市街头、
地角建设绿地公园，目前已完成天山路与宝山
街交叉口、扬程渠路道路交叉口街头公园建设
等4个街头绿地建设项目。

同时，黄河新区加快推进路网建设，打通城
市脉络。加快推进庐山北路等青衣江以北道路建
设并向北延伸，基本完成渭河路东延段、东一环
北延线建设；完成黄河路大桥维修加固工程，确

保旌湖东西交通顺畅；加快太行山路、信江路、钱
塘江路等26个补短板项目的建设前期工作。

宽敞的道路、整洁的街道、葱郁的树木、林
立的高楼、繁荣的商区、美丽的公园……走在旌
北新区，如行于城、山、水相依的生态画卷之中，
靓出了“高颜值”，凸显了“新气质”。

精细提升城市管理 推动民生优

城市发展跑出“加速度”，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也得一并跟上。黄河新区以德阳创建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认真开展城市品质、管
理水平、服务能力的大提升。深入开展城市“五
乱”治理、污染防治攻坚、防汛减灾、爱国卫生、
垃圾分类等专项工作，有效维护区域良好秩序
及稳定安全。

同时，通过严格的日常检查和月末考核，加
强对绿化养护单位、电力管护单位、环卫服务单
位、市政维护单位的服务工作监管，不断促进城
市管理服务专业化、精细化大提升。

2020年，向着新目标迈进，黄河新区将继续
坚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改革开放、转型升级、
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
活力、向科技创新要竞争力，为德阳市高质量发
展继续奉献力量。

邹小凤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钟正有

峨眉山市举办春联暖冬惠民活动
将年味送到百姓手中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记者 林立）1月19
日上午，“2020年峨眉山市春联暖冬惠民活动”
第七场在峨眉大厦举行。来自乐山市、峨眉山市
的书画艺术家们为民义务书写春联，传播文明，
馈赠吉祥，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据了解，“峨眉山市春联暖冬惠民活动”是
峨眉山市图书馆联合相关艺术团体的广大艺术
家长期坚持推广全民阅读的一项传统公益活
动，是峨眉山市文化惠民活动的一大亮点和品
牌，深受老百姓喜爱。

今年的“峨眉山市春联暖冬惠民活动”于 1
月 11日正式启动，书画家们冒严寒，携手工商
联，为各界企业家书写春联，送上字、画，将文化
惠民落到实处。

据介绍，七场“峨眉山市春联暖冬惠民活
动”中，书画艺术家们各显神通，施展才艺，奉献
爱心，共为老百姓书写了 4000多对春联，现场
绘画 300多幅，同时宣传普及了中国传统文化
春联知识，让广大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广汉市政府领导到养老机构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春节慰问

四川经济日报讯 （程芮 记者 钟正有）1
月17日，广汉市副市长房义勇到市福利院和全
市4个民办养老机构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和春节
慰问工作，广汉市民政局局长黄畅、副局长涂方
东及社会福利股工作人员陪同检查。

在检查中，房义勇一行仔细检查了机构的
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足完好、疏散通道是否畅
通、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相关安全设施设备
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并指出，安全问题是养
老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各机构负责人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制度，加强全面隐患排查，要做到
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到位。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
部门，要切实加强业务指导监督，确保春节期间
全市所有养老机构的安全运转。检查完后，房义
勇还与老人们亲切交流，了解老人们在机构里
的生活情况，并为老人们带去节日的祝福。

四川经济日报讯 （周婷婷 记者 钟正有）
日前，广汉市民政局开展援彝干部“暖心行动”，
该局党组领导班子、局工会成员与派驻凉山州
金阳县驻村帮扶干部骆航、丁 亲切座谈，并
送上慰问金，切实担负起“娘家人”责任，把党和
政府对援彝干部的关心关爱传达到每一名援彝
干部心中。

座谈会上，援彝干部分别向该局党组汇报
了到凉山州金阳县驻村帮扶以来的扶贫工作、
生活、学习情况，并表示一定不辱使命、牢记重
托、不畏艰险，以饱满的热情，砥砺奋进，在实际
工作中密切联系当地群众，努力工作，向受援单
位、受援地人民和组织递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畅对两名干部驻村

帮扶工作给予肯定，详细询问了在工作和生活
上存在的困难，并要求两位援彝干部在下一步
的援彝工作中，一是要立足本职，多与村组干部
沟通交流，帮助所在村在已脱贫的基础上巩固
好成果；二是要沉下身心，扎实干事，虚心学习
当地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要在将
来把这种精神品质带回岗位发挥作用。

建信能源化工期货ETF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1 月 17 日，伴随着响亮的敲钟声，建信能
源化工期货 ETF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成为境内第三只挂牌上市的商品期货
ETF，为投资者提供了资产配置和抗通胀的
全新工具。

资料显示，建信能源化工期货ETF首募规
模达到 4.85亿元，有效认购总户数 4,671户，是
首批商品期货ETF中首发规模最大，认购客户
数最多的产品，代表着投资者对于这一新型资
产配置工具的认可。建信基金表示未来也将多
维度寻找投资机会，力争为投资者获取更高的
长期收益。 (李华)

“百行进万企”融资大对接

交行四川省分行正在积极行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交行四川省分行认真落
实四川银保监局、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百行进万
企”活动相关要求，根据交总行统一部署，全面
启动“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活动，切实提升普
惠金融客户服务覆盖面及服务水平，助力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打造良好金融
环境，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交行四川省分行已正式开启客户
调研对接这一阶段工作，通过电话、短信及金
融服务中心外呼等方式向符合对接条件的名
单内客户推送调查问卷填写链接，深入了解
企业客户基本情况及金融服务需求。同时，收
集汇总调研信息，落实需求客户实地走访，深
入开展线上业务服务、线下产品对接、特色项
目制服务等普惠综合服务“三步走”标准化营
销工作，有效实现联合服务、精准服务、全覆
盖服务，达成“两个 100%”工作目标。交行川
内辖属分行在当地银保监分局的统筹及省交
行条线部门的指导下同步推进活动相关工
作。

交行四川省分行还将此次“百行进万企”活
动作为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举措，促进此
次活动的有效开展与分行当前及今后阶段普惠
业务重点工作高度统一，扎实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六稳”工作要求，践行国有大行社会责
任。 （李君竹 范 ）

绵竹市2019年政府非税收入
征缴工作完美收官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绵竹市财
政局党组十分重视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工
作，特别是面对2019年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以及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或将影响财政
收入增幅等困难的情况下，该市财政局不忘初
心，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多措并举、主动与税务部
门和执收单位加强协同征管，以强化征管为主
体，以票据管理为抓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监
督稽查为手段，以狠抓落实为保障，多举措强化
非税征收管理，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完成全
年非税目标征收任务计划数的114.02%。

南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查询平台全新升级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罗智莲 记者 李
国富）近日，南部法院对诉讼服务中心各类查询
平台进行了全面改版和升级，新年伊始，全面启
用，基本实现了“一网门清”“一触即懂”“一目了
然”，得到了当事人的高度赞扬。

针对当事人对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平台既不
中看更不中用的吐槽，南部法院立案庭积极调
研，从当事人和来办事群众的角度确定改版的
内容和方向，将原来重复空泛的内容全面删除，
全部重新规划内容。

对四块查询竖屏分别设置为法官信息查
询、法院周刊、派出法庭查询、人民陪审员信
息。对诉讼引导触屏系统设置关于本院、法律
法规、诉讼指南、案件相关四大板块，涵盖法
院简介、组织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法律
援助、常用文书、立案指南、诉讼费试算、开庭
公告、生效证明、诉讼费退费、档案查询 12 项
内容，为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提供一目了然的
实用信息。

现在，找法官及其他本院干警，有图有
电话；法律文书怎么写，各类文书格式一应
俱全；诉讼费交多少，直触屏幕算一算；生
效证明如何开、诉讼费怎样退，流程指南清
清楚楚；档案查询如何操作，线上线下都可
以。

南部法院此次查询平台的更新升级是向着
“有用、实用、好用”的目标迈进，切实为民司法，
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办事效率。

德阳市旌阳区黄河新区：

打造城市新中心 跑出发展“加速度”

成都家政信用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上万家政服务员获得信用认证

广汉市民政局开展“暖心行动”慰问援彝干部

绵竹：做好返乡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

天弘医疗健康基金经理：
2020年医药板块结构性机会较多

1月 17日，第二轮全国带量采购在上海正
式开标。天弘医疗健康两位基金经理刘盟盟和
郭相博认为，经历第一次冲击后，第二次带量
采购对医药板块影响整体可控。政策靴子落地
后，市场将迎来业绩预告期，目前医药行业预
披露公司表现较好，政策压制过后，医药行情
有望走稳。全年来看，医药板块仍具有较好的
结构性投资机会，重点看好成长明确的白马
股、创新药及配套产业链、部分医疗器械细分
品类。 (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讯（肖静洋 记者 钟正有
文/图）新春将至，年味愈浓。为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
作部署和省市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绵竹市农劳办、绵
竹市人社局积极组织“情系农民工，温暖在寒
冬”系列活动，切实做好2020年春运期间农民
工服务保障专项工作，确保农民工平安返乡、
顺利返岗。

“情献驿站”，绵竹市农民工综合服务驿
站送上新年礼包。为了让回家过年的农民工
朋友返乡顺利，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热情，绵
竹市人社局联合市总工会、市妇联、市金融系
统等相关部门在绵竹市南门汽车站搭建农民
工综合服务驿站，为返乡的农民工提供免费
热水、食物和药品，为行李较多的农民工提供
免费搬运等服务，同时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返乡农民工普及
法律知识，讲解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的就业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维权
帮扶等各方面政策，让农民工回家路上更安
全、更舒心。

“情暖工地”，送坝坝电影和普法维权进工
地。1月15日下午，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市人社
局劳动监察股工作人员来到中建欣立建设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建的绵竹市图书馆工程项
目部，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朋友带去节日的问候。

本次活动以“情系农民工温暖进工地”为
主题，为该工程项目部农民工兄弟共计发放
各类法律法规、社会保险、就业政策等宣传资
料一百余份，并就农民工关心的劳动合同、劳
动争议等相关问题做了详细解答，为农民工

安心过年提供保障
全市今冬明春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周，不

仅为即将开展的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做了前
期预热，更通过各项保障服务工作不断提升
返乡农民工归家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政策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