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更公告

下列企业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其合法权益受
国家法律保护。

原企业名称：雅安市三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现企业名称：四川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熊猫大道383“西康商业广场”2

幢1单元7楼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797864649E
变更日期：2020年5月28日
原企业名称：雅安皖云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现企业名称：雅安云祥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华兴街8号
现经营范围：苗圃种植、销售，食用农产品加工、销售，预包

装食品、生物肥、农机、农具销售；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测
绘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规划；仪器仪表销售、建材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800MA66G46G02

变更日期：2020年5月28日

遗失公告

●青神县传奇网络会所营业执照正、副本（2020年5月29日
前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5MA62J25E53）遗失作废。

●渠县馨局装饰材料销售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1725MA62E2458X，声明作废。

●牛市口街道办事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四川省政府非
税收入通用定额20元票据一本存根遗失，自编号：783.起止号：
B78014101-B78014150.特此登报遗失。

●成都万舟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3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副本（川交运许可成字 0104898 号、0144184 号、
0065771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夹江县盛世天行休闲会所，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
号：JY15111260026183）遗失作废。

● 成 都 市 幼 儿 园 注 册 登 记 证 书（正 本）成 幼 字 第
5101056014号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德阳皓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 2020 年 5 月 29 日股东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从伍仟万元减少到贰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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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阳皓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大邑县博兰图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大邑县博兰图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2020年6月1日

清算公告

宜宾星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20年5月28日
决定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永利 联系电话：13508188333
宜宾星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宜宾美宜贸易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于2020年5月28日决定
解散本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本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月虎 联系电话：13909091617
宜宾美宜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定于2020年6
月18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0年6月18日（星期四）上午9:40—9:50股东或其委托代

理人登记入场；10:00会议正式开始。
二、会议地点
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地址：四

川省仪陇县新政镇宏德大道一段4号）。
三、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四、参会人员
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股东），监督管理和

行业管理相关人员，见证律师，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

五、会议议题
1.审议《增选陈雄为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审议《增选李廷章为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2019年度业务经营分析报告》的议案；

6.审议《2019年度财务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的议案；

7.审议《2019年度股金红利分配方案》的议案；
8.审议《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9.审议《2019年度报告》的议案；
10.审议《2019年度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11.审议《2019年度监事履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12.审议《2020—2022年三年发展规划》的议案；
13.审议《2019年董事、监事薪酬安排情况》的议案；
14.审议《2019年三农金融服务开展情况报告》的议案。
六、其他事项
1.自然人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须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授权代表）及本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七、会务联系
联系人：周子淳
联系电话：0817—7229079 13699679278
特此公告

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四川仪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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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 （曾晖 记者 钟
正有 文/图）5月 28日，广汉市“一盔一
带”安全守护行动启动仪式在北新广场
隆重举行。广汉市公安局、广汉市交通运
输局、广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广汉市手
机台、人保财险广汉市支公司、房湖路社
区、外卖行业、快递行业及运输企业代表
8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广汉交警大队教导员
何锐、民警代表、保险公司代表、外卖及
运输行业代表相继作了文明交通倡议发
言，呼吁大家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养成安
全、规范、文明的出行习惯，共同创建良
好的交通环境。

活动期间，该大队共发放宣传资料
1600余份，利用LED户外显示屏滚动播
放提示语17条、安全视频6个，利用新媒
体转发安全知识 6条，发放警保联动安
全头盔50个，直接受众群众达3千余人。

自 6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广
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将按照上级公安机
关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盔一带，
安全常在”为主题的“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助推广大交通参与者养成安全
习惯。

广汉启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德阳旌阳首支“义警队”
在旌阳派出所成立

四川经济日报讯 （吴伟强 记者 钟正
有）记者获悉，5月 27日，德阳市公安局旌阳
区分局旌阳派出所为“旌阳义警队”授旗，标
志着旌阳区首支义警队成立，这也是该所在
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创新社会治
理的一个新举措。

“为进一步落实‘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方
针，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们从社区志
愿者、民兵、治安积极分子中，通过志愿报名、
严格审查，招募了一批队员，成立了这支义警
队。”该所所长陈麒介绍，“义警队队员平时在
各自社区协助派出所民警开展治安巡逻、安
全检查、矛盾调解，如果遇到重大治安灾害事
件或者其他突发事件，义警队员将按照派出
所统一指挥，参加抢险救援、治安管控等工
作。”

当天上午，首批50名义警队员在旌阳区
派出所举行了授旗仪式。队员代庭华说：“社
会治安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我是一名退伍
军人，协助公安机关共同维护好辖区社会治
安，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

节能减排 垃圾分类

德阳市检察官文联志愿者在行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赵鸿杰 记者 钟正有）
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高检察院干警
和小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近日，德阳市检
察院“节能减排、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同旌
东街道网格员、监督员在枕水小镇开展“垃圾分
类始于心、持之以恒在于行”主题宣传活动，向
广大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小区居民分发垃
圾分类知识小册子，通过垃圾分类知识有奖问
答、猜谜语等方式向大家宣传环保低碳的生活
理念，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导居民把
垃圾分类材料放到相应的分类垃圾桶里，以此
加深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同时养成随手分
类的好习惯。

这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小区内居民了解了
垃圾分类的知识，更增强了检察院干警和身边
的亲人朋友自觉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为德阳
城市卫生环境整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奉献一
份力量。

罗江区私个协略坪镇党支部
“六一”慰问留守贫困儿童

四川经济日报讯“六一”儿童节来临之
际，为进一步关心留守贫困儿童健康成长，德
阳市罗江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略坪镇党支部
在辖区发出捐款倡议，支部党员、协会理事、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积极响应，主动捐款共计
2370元。

5 月 28 日，在支部党建指导员刘显福的带
领下，慰问人员到略坪中心小学开展了“六一”
慰问活动，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
浓浓关爱。

活动中，慰问人员不仅详细了解留守贫困
儿童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还分别为 8 名留
守贫困儿童送上书包、文具盒、卷笔刀、口罩等
学习用品和慰问金。同时，鼓励他们面对困难，
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心，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将来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易友贵 刘显福)

绵竹开展婴幼儿护理培训
助力灵活就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 （邱莲 记者 钟正有）
受疫情的影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的意愿需
求增加，为进一步提高妇女就业技能、创业能
力，绵竹市鼓励妇女们参加各类实用性的技
能培训，5月26日上午，“婴幼儿护理员”培训
班开班仪式在绵竹市汉旺镇举行。

此次培训课程采取“理论+实操”相结合
的方式，授课老师结合多年的幼儿保健护理
经验，对学员们讲授母婴护理、婴幼儿科学喂
养等专业知识，这对学员来说不论是在家还
是就业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今年以来，绵竹市以项目制培训为依托，
进一步对接培训需求，开发 17个适销对路、
群众需求的工种，以促进居家灵活就业为培
训重点，开展“定向”、“订单”式培训满足市场
需求，进一步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川经济日报讯 （刘佳 柳丹 记者 钟正
有）记者日前从绵竹市民政局获悉，该市鼓励支
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民办
养老机构1家，拥有床位数151张。绵竹仁爱医院
康养中心正在建设中，计划前期建设床位 500
张，投入资金9600万。

2019 年，绵竹市公办养老机构 21 个，其中
福利院 1 个，敬老院 20 个；床位数共计 1547 床，
入住 725 人，现入住率为 41.30%。有农村集中居

住点养老床位共计 1438 张，集中养老人数 846
人，入住率为 58.8%。建设了 184 个农村特困人
员集中居住点，改善了农村特困 3469 名人员的
居住环境，为老人生活起居提供了最根本的保
障。

意外伤害保险为老人安全保驾护航。从2019
年到 2021年，该市开展了 70周岁以上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险统保工作，由政府统一出资，将符合
条件的对象纳入统保范围，以保险人市场化经营

为依托，通过保险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倍增
效应和杠杆作用，切实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

居家养老服务让老人感受至亲温暖。该市投
入300万元为全市1万名老年人开展居家养老服
务，依托安心养老政务管理平台为老年人开展定
期体检、举办健康讲座，上门看病、康复护理、心
理咨询、应急救助、环境卫生打扫等服务。为老人
居家养老提供全面贴心的养老服务。

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模式。为提升服务水平，

激发自身活力，该市九龙镇敬老院积极探索，不
断寻求发展新模式，与九龙镇卫生院成功实现

“联姻”。托管运行后的九龙镇敬老院，健康管理
能力显著提升，医院为老人开展健康检查，建立
健康档案，实行分类管理,提供跟踪服务。通过长
期派驻1-2名护士对老人进行照护，定期开展医
生巡诊，实现了敬老院与医院就诊的无缝对接，
确保老人“小病不出门，大病可转诊”，极大地方
便了入住老人看病就医。

四川经济日报讯 （柳丹 记者 钟正有）记
者日前从绵竹市民政局获悉，该局为及时发现、
解决未成年人的困难和需求，建立了市、乡镇、
村（社区）未成年人救助三级联动机制。

农村“三留守”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上线运
行。全市950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
全部实现数据联网共享。依托救助管理站建立

“绵竹市妇女儿童反家庭暴力救助保护中心”，
在乡镇和村（社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点50

余个。
政策兜底有保障。积极开展儿童大病医

疗救助、助学、低保兜底、孤儿供养等工作。城
乡低保标准分别调整为每人每月 560 元和 380
元，2084 名未成年人纳入低保。社会散居孤儿
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提高到 900 元/月，机
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提高到
1400 元/月，19 名孤儿按时足额领取生活补
助。建立探访巡查制度，每半年开展散居孤儿

家庭探访巡查工作，确保全年巡查覆盖面达
100%。市慈善会为 28 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
金 9.2 万元。

疫情关怀有温度。开展每日线上“疫”小时
活动，以绘画、学绘本、心理辅导等方式丰富留
守儿童疫情期间的生活。组织留守儿童开展

“疫”书信活动。开展学雷锋送温暖活动，为11名
困境儿童发放价值约2000元的防疫物资和生活
物品。

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基金
正式发行

今年以来，在A股震荡模式下，以科技、
消费为主线的成长风格结构性行情表现突
出。为及时捕捉高质量成长投资机遇，工银瑞
信近日顺势推出成长主题新品——工银瑞信
高质量成长混合基金。该基金将由具备23年
从业经验的TMT大咖张继圣和擅长大消费
挖掘的金牛基金经理袁芳共同执掌，两位实
力干将共同助力投资者分享“科技+消费”的
投资机遇。5月28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
行、中泰证券、长江证券等代销机构或工银瑞
信直销渠道购买。 (李华)

绵竹市加快改善农村养老居住环境

绵竹市民政局建立未成年人三级联动机制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