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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

邑县支行获准换发《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邑县支行 机构编码：A0002S25101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78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9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街道城西街 212、214、216、218、220、222、

224、226、228、230号
联系电话：028-88218099 邮政编码：611330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6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邑县支行
2020年4月26日

遗失公告

●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坡分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17000085745000）遗失作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眉山销售
分公司眉州加油站《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5114020036128）遗失作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眉山销售
分公司城北加油站《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5114020036136）遗失作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眉山销售

分公司城西加油站《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5114020006001）遗失作废。

●东坡区宝汇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邓学军）
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402MA66D6BD7D）遗失作废。

●威远县宝贝理发店（经营者：张锋）个体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024600299660）遗失作废。

●威远县王林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1024600209428）遗失作废。

●宣丽律师工作证遗失，证件类别：公职律师，
证号：15106201661782242，声明作废。

●兹有眉山兴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川 Z55787
（营运证号码为：川交运管眉字511400000225号），川
Z1591挂（营运证号码为：川交运管眉字 0065159号）

于2020年4月28号遗失。
●程柳不慎遗失华侨城原岸 127 栋 2 单元 2905

购房收据（收据号：YAFK101021，金额：10238 元）声
明作废。

●安岳县宝骏网吧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1MA6CKNGF4T，注册号：
512021000062043，法定代表人：龚军）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本人李伟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
2017002350，买方代述华、肖雍素）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四川小林餐饮有限公司经2020年4月30日股东
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壹仟贰佰万元减少

到贰佰万元。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四川小林餐饮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经我公司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减少至 50万元。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我
公司申报债权，我公司将对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逾期不申报债权的责任自负。

联系人：李忠杰
联系电话：15183332956
特此公告

仁寿仙天殡葬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金融许可证信息变更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都江堰市支行的地址变更，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都江堰市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9月26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街办观景路89号
机构编码：A0002S251010008
流水号：0071607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省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4月26日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都江堰市支行

2020年4月28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邑县支行金融许可证换证公告

广汉市财政局
环保主题党日活动植树净山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日，广
汉市财政局组织 32名机关干部职工和全体共
产党员前往松林镇红堰村虎型山开展“植树护
树我有责，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带上垃圾袋、提着水桶、端着水盆，走
在蜿蜒盘旋的上山步道上，一边走一边清理步
道旁的各种白色垃圾，戴上手套捡、就地取材用
小棍儿夹，每个人都“收获”了不少“战利品”。

到了虎型山山顶，大家欣喜地看到，去年春天
在荒坡上亲手种下的几百棵柏树苗长得郁郁葱
葱，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大伙儿提桶的提桶，端
盆的端盆，到附近的蓄水池取水，细心地给每棵小
树苗浇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辛勤劳动，一棵棵小
树苗喝饱了水，迎风而立，焕发出勃勃生机。

活动结束后，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植树造
林，利在当今，功在千秋。关爱自然、义务植树是
每个财政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今年受疫情
影响，活动开展得有点晚，错过了最佳植树时
节，但看到自己往年栽种的小树都已成活还是
很有成就感，能够参与白色垃圾的清理工作也
很开心。今后，还会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为
改善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飞 记者 钟正有）广
汉市高坪镇团委日前广泛发动青年团员开展

“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共吸引来自镇机关、村
（社区）、企事业单位等30余名青年团员代表积
极参加。

本次活动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宣传高坪镇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成果，
引导全镇青年积极为建设魅力新高坪贡献青春
力量，参与到“我为高坪代言”中来。

活动伊始，该镇党委副书记赵祥贵从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
步推进复工复产取得的突出成效，以及身边青
年投身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先进事迹给全体
青年团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团课”，激励青年团
员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随后，青年团员们开展了一系列游园活
动，通过菜花公园-稻虾公园健康跑活动，充
分领略了高坪镇“一塘稻虾，一片花海”的壮
丽乡村振兴“春意画卷”，通过参观稻虾科技
馆及“钓虾”体验活动，了解高坪镇稻虾共作

新模式。
“平时忙于工作，没能静下心来感受高坪的

发展成果，通过这次活动，我为高坪的发展感到
自豪，我为在高坪工作感到骄傲，我为高坪代
言，欢迎大家到高坪走走看看。”该镇机关干部
母丹说道。

此次活动让青年团员们进一步坚定了制
度自信，激励了青年团员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宣传了高坪的发展成果，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魅力新高坪凝聚了
青春力量。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为认真
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脱贫攻坚系列指示
精神，全力助推喜德县 2020 年脱贫摘帽，近
日，什邡市禾丰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镇
长杨媛媛、分管工业的副镇长王辉、镇经发
办主任黎登洪及禾丰镇本地 3 家爱心企业一
行到喜德县开展全域结对帮扶工作。近年
来，禾丰镇着力打好“三张牌”，扎实开展结
对帮扶工作。

打好“感情牌”，画好同心圆。禾丰镇坚持
与喜德县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维护好“兄弟感
情”，切实用心用情开展结对帮扶工作。4月 21
日下午，什邡市禾丰镇人民政府与喜德县乐武

乡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什邡市扶贫协作喜
德县脱贫攻坚前线指挥部进行了座谈，深入交
流了两地基本情况，对如何开展全域结对帮扶
工作进行了探讨并深入商榷两地党建共建相
关事宜，根据“依乐武所需、尽禾丰所能”目
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脱贫建议、措施和未来
可行性推进细项。

打好“优势牌”，激活一池水。禾丰镇坚持因
地制宜，分类帮扶，发挥产业优势，起到示范和
引领作用，提高针对性、精准度。4月21日，什邡
市禾丰镇爱心企业农科化工、蜀灿化工、铭润化
工3家企业的法人代表赴喜德县对各自企业的
基本情况作了介绍，现场向乐武乡捐赠了办公

设备款3万元。3家企业代表表示对愿意到企业
务工的乐武乡贫困户优先提供包食宿的岗位。
同时提出如果乐武乡农业产业生产需要可以协
商建立最优惠的农用肥销售、捐赠渠道，表达了
什邡市禾丰镇企业家的爱心，彰显了禾丰企业
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打好“机制牌”，架起连心桥。禾丰镇着力于
与喜德县建立精准结对帮扶长效机制，坚持开
展动态帮扶活动，建立帮扶档案，实时监测帮扶
进程，积极组织召开阶段性帮扶成果研判会，进
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健全工作机
制、深入开展帮扶，确保结对帮扶目标任务顺利
完成。

四川经济日报讯 （尚长鬓 记者 钟正有
文/图）为充分了解技能提升行动工作落实情
况，省就业局机关党委书记李为一行日前在德
阳市人社局副局长徐晓彬的陪同下来到绵竹，
就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进行调研。绵竹市人社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静和人社局副局长周乐俊陪
同调研。

“农闲拿笔头，农忙拿锄头。”良好的村
风民俗和年画底蕴，孕育出孝德镇年画村古
朴的乡村特色。调研组一行首站来到“年画
居家灵活就业基地——农闲堂”参观了当地
村民绘制年画的过程。随后又参观了该市技
能提升培训“特色风味菜”扶贫专班，培训现
场学员们身着白色厨师服，按照老师的教学
示范烹调着菜品小龙虾，授课老师耐心地为
学员讲解菜品从清洗到制作再到摆盘的过
程。李为详细询问培训工作开展情况，了解
学员的学习情况。调研结束后，李为充分肯

定该市将职业技能培训与居家灵活就业相
结合的模式及创新开展项目制培训的做法，
鼓励继续开发多种类似年画制作的居家就
业项目，促进就业创业。同时希望绵竹因地
制宜开展“适销对路”的培训项目，加大培训
后的就业跟踪指导，确保学员通过技能培训
达到就业目的。

下一步，该市人社局将继续以项目制培
训为载体，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采取

“政府挂单，百姓点菜，企业定制，市场检验”
的方式，贴近经济发展转型，结合群众就业意
愿和市场需求，进一步转变培训的方式和形
式，做到“三个转变”，即变“线下”培训为“线
上+线下”、变单向培训为多点发力、变追求数
量为注重成效，为提升全市劳动者的技能水
平，构建“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的发展格
局，力争将培训工作作为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要举措。

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到中江县
调研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莫太相 记者 钟正有）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王犁田、农建处副处
长伍蜀红日前带队到中江调研督导高标准农田
建设。德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春民，中江县
委常委袁海陪同。

督导组一行深入中江县龙台镇稻花村、辑庆
镇劲松村、和睦村、集凤镇云梯村等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区，调研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情
况，并对照项目实施方案，随机查看工程施工情况。

督导组一行对该县项目建设进展、工程质量
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项目业主、监理单位
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确保工程建设质量；二要
结合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优化个别建设内容，
最大限度发挥工程效能；三要认真总结经验，多
方筹集项目资金，加快推进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方案编制，确保9月底如期开工建设。

中建路桥养护公司承秦高速
庙岭主线收费站拆除项目开工

近日，中建路桥养护公司承秦高速庙岭主
线收费站拆除项目开工。承秦高速公路是河北
省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五纵、六横、七条线”中
的第一条，也是承德和秦皇岛两市路网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承秦高速交通流量大，路况复杂多变，给收
费站拆除工程带来诸多不便。承秦项目部想方
设法克服困难，精心组织、统筹兼顾，在确保安
全生产、质量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工程进度。

中建路桥养护公司根据季节性高速公路养
护特点，采取多项举措加强管理，确保高速公路
安全畅通，保证行车舒适性及安全性,提升道路
服务水平。 （贾宜周）

搞培训 重预防
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日前，中建路桥集团山东分公司邀请山东
省居安防火中心教官为机关全体员工开展消防
安全、防疫知识讲座，旨在提升全员消防和防疫
意识，防患于未然。

此次培训不仅从理论上传授了基本常识，
而且还剖析了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发
人深省，令人难忘。同时，培训教会了员工正确
使用消防器材、正确清洗消毒的方式方法，受到
员工的欢迎和好评。

通过培训，大家对消防安全、疫情防控知识有
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还掌握了应对火灾的应急
处置措施以及防疫要点，感觉受益匪浅。（王永钢）

省就业局领导到绵竹调研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凝聚青春力量建设魅力新高坪

广汉市高坪镇30余名青年团员积极参加“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什邡市禾丰镇打好“三张牌”推进与喜德县结对帮扶工作

调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