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成都城市人家装饰有限公司雅安分公司财务章（编码：
5118029001502）遗失作废。

● 峨 眉 山 市 鑫 鑫 典 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章（编 码 ：
5111810001403）、财务专用章（编码：5111810001404）、发票专
用章（编码：5111810001405）、法定代表人田常华名章（编码：
5111810001406）遗失作废。

●眉山洪运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地税）副
本（证号：川地税眉字511402793991835号）遗失作废。

●雷治明（身份证号：511131195908234215）位于丹棱县西
街的《土地使用证》【证号：丹国用（2004）第0430号，面积：30.65
平方米】遗失作废。

●丹棱卓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由中国农业银行丹棱县支
行核发的基本户《开户许可证》（账号：22412701040007713）遗
失作废。

●邻水县菲爽宝贝食品万泰店（经营者：彭素碧）《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116230013516）遗失作废。

●黑龙江森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罗江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原件（注册号：510626000018881）遗失作废。
●威远县乐呵呵私菜馆（经营者：曾宏芳）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1024600256223）遗失作废。
●威远县渔夫子自助火锅店（经营者：倪国军）个体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024MA652UW33E）遗失作
废。

●犍为县农村产业技术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法人）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525111230689629273）
遗失作废。

●吕林遗失规划师中级职称证，发证时间：2008 年 10 月
10日，声明作废。

●陈光凤位于邻水县鼎屏镇挞子丘新区广场商住楼2-4-
1 号房屋的房屋产权证［证号：邻房监房权证鼎屏镇字第
015461 号］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鼎国用（2002）1196
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荣召勇位于邻水县坛同镇集贸街南方农贸市场5楼房屋
的房屋产权证［证号：200602440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中视迪威激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3587710449X，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工会法
人法定代表人证书、工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20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100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偿债权的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尚京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日

经四川花水湾温泉第一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972038433XK）股东决定：四川花水湾温泉第一村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2000万元减少至 10000万元。请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
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四川花水湾温泉第一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日

清算公告

峨眉山禾天下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511181MA62825F3X）于2020年6月4日成员大
会决定解散本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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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禾天下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0年6月5日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公司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
任自负。

特此公告
江安县多年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日

离职申明

赖斌（身份证号：513701********6552）、谢嘉（身份证号：
510302********0531）分别于 2018年 4月 30日、2017年 1月 25
日与成都达维捷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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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少儿绘画比赛结果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讯“六一”儿童节，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面向客户单位员工子女(3 至
14 岁儿童）举办了“给 2020 一点童心的美好”
少儿绘画比赛，近日，比赛结果出炉。

据悉，5 月 18 日至 31 日，中意人寿在线上
收到了 60 余幅参赛作品，经过专业人士的评
选，评出了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及优胜奖若干名。参赛作品色彩鲜明，充满了童
趣，从儿童的角度表达了对美丽世界的看法，不
管历经何种磨难，让人感受到童心的美好。

中意人寿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面向团体及个
人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化、高品质的活动，通过创
新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中意人寿的品牌知名度及影
响力，在川内企业单位打造了良好口碑。 （苏俊）

MAZDACX-30斩获世界级奖项

长安马自达 MAZDA CX-30 已于 5 月 28
日正式上市。作为马自达品牌全新世代首款
SUV车型，定位于新生代跑旅 SUV的MAZDA
CX-30首次将轿跑车的设计感、操控感和高级
旅行车的内饰质感与空间实用性融合统一，辅
以SUV特有的高通过性、高驾驶视野和高安全
性，在国内中高端小型SUV细分市场开创了独
特的跑旅美学，也将为当下具有进化力精神的
新锐创客群体提供极富创造力的精致拥车生
活。作为一款全新车型，在入市之初即获得世界
级奖项肯定和全球汽车专业人士的认可。(李华)

合江县人大社会建设委领导
调研宗教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合江县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主任税康华、合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税良
玉近日率队到车辋镇调研宗教工作。

调研过程中，税康华一行到天台山实地查看
了寺庙情况，并在怀阳寺召开调研座谈会。会上，参
会代表围绕宗教工作主题，就天台山寺庙治理、边
界协作、土地流转及资产管理等问题依次发言。

税良玉对车辋镇相关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各方要提高认识，拓宽思
路，强化措施，多方协调，排好工期，抓好落实，
切实有效推动工作。 （杨池能）

合江县车辋镇
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合江县车辋镇组
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

活动中，全体镇村干部上了廉政党课，通报
了泸州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的4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和《关于农村违规建
房中作风问题的处理情况通报》，并分享《荔城
廉音》中关于特殊对象看管监护的文章。要求广
大干部敢于亮剑、坚守底线，引以为戒、警钟长
鸣，做到不违规不逾矩。 （黄勇 杨池能）

德阳八角井街道
举行2020年民兵整组点验大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 （廖明全 记者 钟正有）
德阳经开区八角井街道武装部于近日举行了
2020年民兵整组点验大会。

大会对2019年的武装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就2020年的应急处突、抗灾救急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要求街道全体应急民兵要深刻认清自
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树立忧患意识，加强理论
学习，牢记应履行的义务；要切实贯彻好、维护
好、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以自己的言行
引导身边的群众；要做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者，
全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要积
极推动辖区经济建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推动
街道武装民兵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煜
铭 记者 刘蓉 文/图）近日，德
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天
籁福小区东门口处设置临时摊
区，以解决天籁福周边居民买
菜难、流动商贩随意摆放等问
题。

据了解，天籁福小区的临
时摊区于今年5月建成，面积约
200 平方米，可容纳 60 余户摊
贩。据悉，该市城管部门每日联
合社区规范管理摊贩的经营行
为、限时限段经营，并施行“一
摊一承诺”，要求进入经营的摊
贩签订经营承诺书，承诺自觉
遵守相关管理规定，不占用盲
道和消防通道、不影响城市交
通和环境卫生，不使用高音喇
叭招揽顾客等。

记者还了解到，该市城管部
门还在天虹街道、三元小区、紫
荆花巷等处新设置了 8个临时
摊区，合计解决流动商贩800余
户，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岗位
1500 余个，每户摊贩创造收益
达 2000-3000 元/月，为周边 6
万余户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须品。

什邡交警
为学生开展线上交通安全课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日，什
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协同市教育局开展线
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通过观看视频的形式，
引导辖区中小学生认识到交通陋习的危害性，
形成良好的安全出行观念。

据悉，本次线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覆盖
全市中、小学校，通过家校警连线共同教育的方
式，将交通安全知识传达到每个学生、每个家
庭，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
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德阳城管
帮助困难群众寻摊位解生计

四川经济日报讯 （王煜铭 记者 刘蓉）近
日，德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旌阳区大队
帮助困难群众协调摊位解决生计。

据悉，今年 33岁的张少坤是四川广元人，
与妻子长年在福建泉州打工，由于他们的孩子
患白血病在成都华西医院接受治疗，为方便治
疗，张少坤夫妇希望在德阳通过摆摊维持生计，
遂向城管部门寻求帮助。

在了解张少坤一家的实际情况后，该市城管
执法支队旌阳区大队执法人员根据他们的经营
需求，在市区堰塘坝市场为张少坤一家协调了一
处摊位。“我们把你们的情况讲清楚后，市场物业
管理公司也非常支持，决定给你们提供固定的摊
位，还免收摊位费。”该市城管执法人员如是说。

绵竹市
农民工保障政策电子书上线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日，绵
竹市人社局创新推出农民工保障政策电子书，
扫描“绵竹市农民工服务保障政策‘码’上看”二
维码，便可清楚、直观、准确地了解农民工服务
保障有关政策。

“劳动报酬，你知道多少？”“工资被拖欠了，
怎么办？”“非货币形式发放农民工工资，合法吗？”
扫码后点击获取农民工保障政策电子书全文信
息，相关法律条款、案例说法、政策解答、温馨提醒
等内容一目了然。据悉，该电子书以农民工喜闻
乐见、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以案说法，方便
农民工随时随地了解如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经我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广安润康药业原料药及制剂产业化项目、广安
泰诺泰德生物科技医药产业化基地项目现场公示中，将我公司列为这两个项目
的监理单位进行对外公示。我公司对这两个项目不知情，从未参与过这两个项
目的投标、协商、监理等任何活动，并不是这两个项目的监理单位，上述公示信
息均系虚假内容。我公司工作人员已多次与相关单位联系删除上述公示信息。

现登报声明：
一、相关单位立即就将我公司公示为监理单位等不实信息进行整改；
二、就相关单位上述侵权行为向我公司进行书面说明及致歉；
三、若相关单位拒绝就上述不实信息进行整改或进一步侵害我公司权益，我

公司将依法采取民事诉讼、刑事控告等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四川华通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0二0年六月五日

声 明

德阳设置临时摊区增加就业岗位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何佩遥 段红宇 记
者 陈家明）近日，自贡市大安区、内江市市中区
签订《同城化文旅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内江市市中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岗一行于近日到自贡市大安区考察文旅项
目，并就两地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事业区域一体
化建设战略合作进行交流座谈。会上，自贡市大
安区、内江市市中区分别介绍了两地文旅资源和

发展现状，并就两地的旅游产业协作、旅游信息
共享、旅游商品推介和联办活动、人才培训和交
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上，两区签订了《同城化文旅发展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强化交流，充分整合
两区文化和旅游优势资源，优化两区区域发展环
境，落实同城化发展措施，坚持优先互助原则，在
资源、项目、人才培训和信息上优先考虑双方需

求，构建共享互补、互利共建的发展格局。
王岗表示，通过此次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

大安区独特、厚重的人文底蕴，看到了大安区文
化旅游产业取得的巨大成绩，学到了旅游景区
开发建设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希望两地以后能
够加强联系，经常交流，互促共进，为促进区域
文化旅游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助力内自同城化
发展，争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表率。

自贡市大安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永
丰表示，内江市市中区与大安区相距仅 30余公
里，彼此情谊深厚、历来联系紧密，近年来，内江
市市中区在文化旅游工作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两地是内自同城化发展的主战场，要
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历史机遇，进
一步加强交流沟通、深化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互相支持、共促发展的良好态势。

强化交流互补 构建共享协作 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自贡大安区内江市市中区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刘恪生 记者 陈
家明）6月3日，“创名县 展风采”2020年自贡市
大安区导游讲解员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全区的
近30名导游和讲解人员齐聚一堂，比拼讲解技
能。当天初赛，共选拔出15名优胜者参与决赛。

据悉，此次导游、讲解员技能大赛分为报名

练兵、比赛两个阶段。比赛又分为选拔赛和决
赛，优胜者则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采取现
场评委打分和网络大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公众可通过网络APP进入票选专栏获取选
手信息并参与投票，组委会办公室将对公众网
络投票进行监督汇总。网络投票于 4日—10日

举行，决赛暨颁奖典礼于6月12日举行。
“这次比赛是在创建天府旅游名县的背景

下举行，旨在展示我区导游、讲解员的风采和形
象，提升我区旅游人才技能，优化旅游区（点）服
务，提升我区旅游形象。”大安区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自贡大安区举行导游讲解员技能大赛

天籁福小区周边的小集市水果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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