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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威远县李子羊肉汤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42E3936）
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贵祥
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181MA68KC5762
）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文鑫
建材装饰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11181000037281）
遗失作废。

●眉山市佳和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2020 年 3 月
25日前核发，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425096236025J）
遗失作废。

●汉源县宏源矿

业有限公司，公章（号：5118235003625）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刘东位于邻水县鼎屏镇青年路 27 号 9 单
元 5 层 2 号房屋产权证［证号：监证 0831134］及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鼎国用（2010）第
2576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芦 莎 ， 展 业 证 （ 号 ：
02000351010580002017032066）遗失作废，特此登
报声明。

●成都天府万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谢丹妮
“成都万达 1 号 7GC29-1-1003 住宅的 2 张收据
（单号分别为：0006025、0006084对应金额分别为：
500000元、999514.4元）以及相对应的 pos单遗失
作废。

● 成 都 欢 聚 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10124690934002F）开具给成都宏懋实业有限
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100193130，
发票号码19611573，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峨眉山市文鑫建材装饰有限公司（注册号：

511181000037281）于 2020年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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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市文鑫建材装饰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省级机关、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电子科大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将在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四川省）（即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以下简
称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ggzyjy.sc.gov.cn/)，
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省级机关、中国民航飞行学
院、电子科大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 省级机关、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电子科大
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共64辆(不含车辆号牌)，车辆信息详
见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中《省级机关、中国民航飞行学
院、电子科大等单位车改取消车辆拍卖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 :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中国境内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车辆竞买。

三、参与竞买方式 :
报名与拍卖竞买均通过网上进行，竞买人登录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点击进入“四川省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拍
卖”页面，选择“省本级”，查看车辆信息，按照《竞买人操作指
南》进行注册、报名、交纳保证金及参与竞买。竞买人应详细
阅读《省级机关、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电子科大等单位车改取
消车辆拍卖清单》、《竞买须知》等拍卖文件，一经出价，则表
明其完全认可车辆现状及拍卖文件所有约定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及交纳方式 : 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竞
买人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可参与任意车辆的竞买，但只能
竞得一辆车；交纳2万元竞买保证金，最多只能竞得两辆车，
依此类推。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支付，须以转账方式（网
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或银行柜台）付至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账户。户名：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
成都人民中路支行；账号：39900188001394843。

保证金交纳截止2020年4月14日9时30分（以竞价系

统确认到账为准,如跨行交易到账时间可能延迟，请尽量提
前交纳保证金）。特别提示：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前，必须先
登录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点击进入“四川省公车改革取
消车辆网络拍卖”页面完成注册及报名。

五、车辆展示 :
时间 ：2020年4月9日至10日（9:00-17:00）。
地点 ：广汉市南昌路四段46号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东区（机场公安局）（14-19号车辆），成都市青华路39号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停车场-3层（57号车辆），成都市锦江区
南三环路二段467号锦泰机动车登记服务站1号门进门右
侧停车场（除14-19号、57号以外的车辆）。

六、网络竞价 : 本批次车辆分为7组进行竞价，前6组每
组为10辆，第7组为4辆。第1组竞价从2020年4月13日
10时开始，其后各组竞价开始时间依次延后5分钟。自由
竞价时间为每辆车竞价开始时间起24小时，自由竞价时间
结束前2分钟内如有新的出价,则启动延时竞价。

七、拍卖成交价款、佣金支付及成交确认手续办理 :
拍卖成交，买受人须于2020年4月16日17时前以转账

方式向指定账户（户名：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
国光大银行成都人民中路支行；账号：39900188000607
913），付清车辆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佣金为成交价款的
1.8%）,于2020年4月16日17时前持付款凭据到成都市武
侯区高升桥路9号罗浮广场708室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八、竞买咨询电话:
（一）竞买咨询 ：（028）85065567 15982086639
（二）技术支持 ：（028）86752259

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南充市陵江小镇旅游有限公
司委托，对中法农业科技园欧式风情小镇礼堂电梯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
谈判采购；受南充顺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拟对南充市高铁商务区
配套基础设施PPP项目-站前广场地下空间建设消防工程检测服务工
程（第二次）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兹邀请符合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

报名时间：2020年04月03日至2020年04月07日（工作日）
地点：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二段68号北岭颐园
联系人：陈女士电话:0817-2581663
供应商购买采购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以

上所有函件须验原件留加盖鲜章的复印件。
四川信博顺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采 购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2020年4月21日10:3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按
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旧机动车奥迪A6。参考价：3.2万元，保证金：1万元，
存放地：成都市。2、旧机动车12辆（欧蓝德3辆、思威1辆、迈腾3辆、起亚
2辆、五十铃3辆）。整体拍卖参考价：19.13万元，保证金：5万元，存放地：
宜宾市。3、旧机动车7辆（奥迪3辆、猎豹3辆、普瑞维亚1辆）。整体拍卖
参考价：23.3万元，保证金：5万元，存放地：南充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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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在网拍平台上查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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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注册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已注册账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可），并于拍卖前一日16:30前
到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上报名，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
《竞买须知》及平台告知的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详情可查“www.jslpm.com”及微信公众号“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查询。
咨询电话：028-86699706、13980846152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拍 卖 公 告
宗地编号

PZ-GXS-
JX-93

宗地名称

彭州市葛仙山镇
建新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

宗地位置

彭州市葛仙山
镇建新村9组

宗地面积

593.78㎡
（合0.89亩）

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

商服用地
（40年）

挂牌
起始价

60万元/亩

竞买
保证金

16.02万元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0
且≤1.5

建筑密度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绿地率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建筑高度
≤15m（结合地形
设计不超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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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集挂告（2020）10号（PZ-GXS-JX-93）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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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法人及自然人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竞买。
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报价的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00元/亩及其整数倍，价高者得。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出让起始价，并
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竞得后不按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出让合同和缴纳出让金等税费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挂牌公告期为2020年4月3日至2020年4月22日，挂牌
竞价期起止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9:00至2020年5月8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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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摘牌时间为
2020年5月9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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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10:00。
竞买申请人请于2020年5月8日16:00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6.0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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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8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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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起登录成都农村产权交易
所门户网站下载挂牌流转文件。
联系地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彭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咨询电话：周老师 028-83830515) 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彭州分公司

2020年4月3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部署，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有效
应对疫情稳定经济运行20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日前，成都市发改委联合交行四川省分行，印发

《关于强化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和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的通知》，合力推进全市重大项目和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特别是1000个重点项目的开工复工，
交行四川省分行积极发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职能，计划为项目提供500亿元专项融资额度。

交行四川省分行根据成都地区疫情防控要
求及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整合交银集团全牌照
优势，全力支持成都地区“抗疫情、补短板、稳投
资”的重大项目，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交行四川省分行支持的重点领域有四大
类。疫情防控重点项目。包括疫情防控医用物资
生产企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相关行业项
目；成都市内各级定点收治医疗机构的设备、药

品、防疫物资采购项目；纳入人民银行专项再贷
款名单的企业或项目；纳入成都市主管部门重
点支持的疫情防控企业名单。

重大工程项目。包括成渝双城两地双城经
济圈配套工程项目、大运会场馆、天府国际机场
等骨架工程；城市轨道交通、铁路、高速公路等
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水电气热、城乡电网、
天然气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乡村振兴农
林水利、城镇污水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

新经济和现代化产业项目。包括先进制造
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 ”、“大数
据 ”、“清洁能源 ”、新型材料等重点战略新兴产
业领域；成都地区会展经济、现代物流业、文旅
产业以及智慧康养、虚拟社交、网络游戏、在线
教育、在线消费、无人配送等“新经济”领域。

城市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补短板项
目。包括智慧城市治理和应急体系建设相关行
业，例如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平台、

“5G”、城市智控中心、城市有机更新、存量住房

改造提升、应急医疗收治中心、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托幼、健康食品等相关行业。

在成都市发改委的联动指导机制下，交行
四川省分行将做好“六项”工作，助推疫情防控
稳定经济运行。

加大协调联动，做好融资支持保障，积极通
过成都市“天府蓉易办”平台、视频会、银企座谈
会项目融资对接会等及时跟进全市各行业企业
及重大项目融资需求。

将组织全辖所有分支机构组建专业精英服
务团队，围绕全市重大项目、重点企业，高效对
接需求、下沉服务、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确保项
目资金快速到位。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高中长期贷款占比。
围绕为成都地区项目提供 500 亿元的专项资金
支持的总体目标，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
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投放，积极支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先进制造业、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新兴、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的发展

需求。
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交行四

川省分行已开通重点保障项目及企业“发起-审
批-发放”绿色通道，提供全流程“即时响应机
制”。发起环节简化资料收集，实现差异化报批；
审批环节充分利用视频、电话等灵活沟通方式，
确保“最短时间对接，最短时间审批，最短时间
放款”。

创新担保方式，降低融资成本。科技赋能提
升企业评估效能，灵活运用股东担保、应收账款
质押、税务数据创新担保方式，突破抵质押率上
限，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同时
给予部分费用减免。

整合交银集团资源，发挥综合化优势。通过
交银国际控股、交银投资、交银信托及海外分支
机构，以海外市场发债、海外直贷、海外并购等
方式，多渠道、跨市场为重点项目融资、融智，支
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 （范 ）

500亿元专项融资额度

交行四川省分行助力成都市重大项目建设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荣获三年
期金牛奖

四川经济日报讯 被誉为中国基金业“奥斯
卡”的金牛奖 2019年度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
明星基金经理袁芳执掌的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
票基金，凭着穿越牛熊长期优胜的业绩，荣膺

“三年期开放式股票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由袁芳担纲管理的新力作——工银瑞信圆

兴混合基金将于 4月 7日发行。在投资方向上，
袁芳表示，工银圆兴混合将重点布局科技和消
费两大领域，通过关注成长性被低估的优秀公
司，或稳定成长行业中优秀程度未被充分认知
的公司，把握投资机会。 (李华)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FOF正式
发行

四川经济日报讯 日前，有基金业“奥斯卡”
之称的金牛奖评结果揭晓，一众绩优基金次第
亮相。作为业内公信力较高的基金评选，多年来

“金牛奖”挖掘了大量的优秀基金。不过面对数
量众多的“金牛基金”，不少投资者无从选择。如
果一只基金集结了众多金牛基金，会带来什么
样的体验？据悉，新华精选成长主题FOF已于4
月 1日发行，该基金主要投资具有成长风格的
金牛基金，绩优基金尽收囊中，对金牛基金感兴
趣的投资者不妨重点关注。 (李华)

震荡市定投再显优势
建信基金多只指基成定投佳选

四川经济日报讯 市场持续震荡，投资何以
解忧？近日，业内专家表示，在全球疫情影响下，
股市短期内或仍将持续调整，而在震荡与机会
并存的局面下，基金定投或许是投资的一剂良
方。长期来看，基金定投可以平均投资成本，避
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契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以及
投资需求。建信基金指数基金产品线完备，能够
为投资者提供丰富优质的长期定投标的选择，
旗下建信中证 500、建信深证基本面 60ETF 联
接、建信上证社会责任ETF联接等产品长期回
报预测良好。 (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讯 4月 1日，自贸区川南临
港片区办税服务厅 5位“新人”正式上岗。他们
的外形酷似呆萌的大熊猫，原来，这是泸州龙
马潭区税务局最新研发的智能导税终端。

泸州龙马潭区税务局在全国首创的“八
位一体”综合导税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
化，引入“人工智能（AI）+税务”，重点围绕自
然人办税实际研发智能导税终端，提供更加
专业、规范、标准的导税服务。该终端具有“资
料预审、分流引导、实名采集、智能取号、预约
办税、政策咨询、表单下载、办税地图”功能，
实现智能、准确、便捷、高效的“八位一体”精
准导税。

“无人导税”服务中，智能导税终端还能根

据纳税人选择的业务，自动提示所需资料，实
现资料预审；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提取人脸信息
储存形成数据库，审核验证办税人身份，实现
自动实名采集；图像呈现整个办税区域地图，
提供最佳办税路径指引；以自然人长期咨询的
热点问题、全省12366知识库、办税指南等内容
为基础，设置自定义问答库，供纳税人自助政
策咨询和扫码下载。

从上岗首日来看，智能导税终端实名采集
（认证）、预约办税、智能取号均只需10秒左右，
各项服务高效准确，导税效率提高三分之二以
上。在当前持续防控新冠肺炎病毒背景下，还
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现场办税的交叉感染风险。

（杨静）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连日来，泸州江阳区税
务走访了126户企业纳税人，了解企业困难，为
企业算清优惠账，为各行业各企业“节流”，促
进企业稳产稳岗，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泸州
江阳经济发展。

该局通过“微厅”、电话、短信平台、LED显
示屏等方式加强宣传，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送政策进企业、进园区，截至 3月 24日，该
局通过电话、在线、走访等方式开展问需786户
次，解决问题约 320 个。该局主动对接红十字
会、交通局、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对疫情防控重
点生产企业、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疫情防控物
资运输的物流企业进行深入了解，加强信息共
享，精准摸排辖区内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产企业情况。

疫情期间，对到办税服务厅办理涉税业务

的纳税人、缴费人，该局大力推行容缺办理。截
至3月24日，已容缺办理业务80户次。设立“三
厅”拓宽办税渠道，即微厅、电子办税服务厅、5
个 24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全面推广“非接触
式”办税模式。从2月3日起，全面推行“网上申
领、邮寄送达”的发票申领模式，为纳税人提供
发票免费邮寄送达服务。截至 3月 24日，已免
费邮寄发票 1027户次，发票网办率 81.75%；创
新推出24小时咨询热线服务、通过微信办税的

“微厅”办税服务两项非接触式办税新举措，办
结率 100%。推出手机微信、手机支付宝代开电
子普通发票功能。

江阳区税务局还主动帮助企业沟通协调
开设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恢复生产线建言献
策，为江阳稳岗稳产、复工复产贡献了税务力
量。 （赖雪梅 赵曦）

广安经开区税务局
打好税收宣传月活动“组合拳”

四川经济日报讯 4月1日是全国第29个税
收宣传月首日。当天，广安经开区税务局举行了

“减税费优服务 助复产促发展”为主题的税收
宣传月座谈会，倡议全局立足活动主题、聚焦政
策热点、聚力宣传服务，线上线下同发力，打好
税收宣传服务“组合拳”，全面拉开第29个税收
宣传月活动序幕。

该局一方面采取“线上+政策”形式，组织
全局人员利用手机短信、企业QQ群、纳税人微
信群、微信朋友圈、税企沟通服务平台等载体，
集中向纳税人、缴费人和广安市民推送定制的
税务总局18条、省委省政府12条、省局10条支
持疫情防控政策和“非接触式”服务举措“礼
包”，让宣传活动有声、有色、有温度，让优惠政
策入耳入心。另一方面推行“线下+专班”方式，
抽出15名业务骨干组成宣传服务专班、专组下
沉企业开展“走企业、解难题、优服务、送政策”
专项行动，实施对企业“点对点”精准帮扶，“面
对面”解决问题。 （彭军林）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记者 林立）4月 1
日，峨眉山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宁勤带领
税收业务骨干组建的宣传队走进四川峨胜水
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送政策、送服务，开展

“减税费优服务、助复产促发展”现场座谈，
正式启动第 2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吹响
了税收服务优化、助推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发
展的“集结号”。

税务宣传队就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企
业所得税、环保税、耕占税、房产税和土地使
用税等企业较为关心的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
解读，与峨胜集团财务人员开展业务交流，为
其答疑解惑。

峨眉山市税务部门将以此次税收宣传月
为契机，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各项办税缴
费服务举措落到实处，为企业减负，激发市场
活力，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为助力市场主体复
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座谈会上，峨胜集团董事长熊建华说，国
家出台多项政策逐渐降低企业税负，增值税
从17%到现在的13%，从所得税抵减政策到西
部大开发优惠，再到2019年的减税降费，以及
今年疫情期间的政策减免，都让峨胜集团受
益匪浅，上亿元的税收优惠，大大助力了企业
的成长壮大和健康发展。

（图片由峨眉山市税务局提供）

峨眉山市启动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序幕

泸州江阳区税务局助企业减负

导税“机器人”亮相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

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