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方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10宗(总面积29647.68m2，合44.4715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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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自然人和联合体报名。竞买人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6000万元，投资项目要符合当地产
业发展规划和要求，产业业态为康复医疗、疗养，集团办公、民宿酒店、旅游度假设施等康养产业综合体。

三、挂牌的十宗土地需打捆整体出让，意向竞买人应承诺竞得土地后在土地所在村民小组流转农用地400亩，流转单价每亩954元（具体以挂牌文件
为准），意向竞买人需到宗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确认。

四、本次挂牌出让以增价方式竞价，竞买人可多次报价，以最高报价且不低于挂牌起始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的竞买人，为竞得人。
五、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青白江分公司，挂牌公告期为2020年7月29日至2020年8月17日，挂牌竞价期起止

时间为2020年8月18日9时至202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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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牌会及现场竞价时间为2020年9月1日上午10时。

六、竞买申请人请于2020年8月31日16时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674万元（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料到成都
农村产权交易所青白江分公司办理报名手续，领取应价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16时。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并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
联系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凤凰大道二段765号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青白江分公司(咨询电话：蒋老师028-68434986)
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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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规 划 指 标 要 求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绿地率
序号 面积 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
挂牌
起始价

竞买
保证金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十二组

QBJ- FH-
XH-2020-01

50.5万
元/亩

3907.6 平方米
（合5.8614亩）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不大于2.0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不大于3层

2 2560.01平方米
（合3.8400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3 3322.07 平方米
（合4.9831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4 2382.75平方米
（合3.5741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5
4353.97平方米
（合6.5310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6 2647.7 平方米
（合3.9715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10 宗
地 共
计 674
万 元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十二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十二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十二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7 2596 平 方 米
（合3.8940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8 2584.68平方米
（合3.8770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9 2125.2 平方米
（合3.1878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10 3167.7 平方米
（合4.7516亩）

结合方案合
理性确定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镇
杏花社区十组

QBJ- FH-
XH-2020-02
QBJ- FH-
XH-2020-03
QBJ- FH-
XH-2020-04

QBJ- FH-
XH-2020-05

QBJ- FH-
XH-2020-06

QBJ- FH-
XH-2020-07

QBJ- FH-
XH-2020-08
QBJ- FH-
XH-2020-09

QBJ- FH-
XH-2020-10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村庄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40年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50.5万
元/亩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不大于2.0

/

/

/

/

/

/

/

/

/

/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不大于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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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刘莉 尚永高 记
者 陈家明）近日，自流井区2020年党务干部示
范培训班圆满结束。全区各乡镇(街道)、村（社
区）副书记、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和党委干
部等198名学员参加培训。

精心定制培训，主要包含党性教育、廉政教
育、基层党建业务知识、干部工作基础业务等内

容。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党务干部业务水平，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激发年轻党务干部干
事创业的热情。

据悉，党员教育培训专业化基地化实训体
系建设试点工作，是自流井区委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省、市组织工
作会议和组织部长会议精神的一次创新举措，

旨在整合资源、完善体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
特别是基层党委在教育培训党员上的兜底作
用，切实提高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质量。

同时，自流井区还与四川轻化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合作，采取自学、领学、讲授、研讨、互动
交流、现场教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成功举办了
村（社区）书记（主任）、第一书记素质能力提升班。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黄春梅 尚永高
记者 陈家明）顾不得擦去额上豆大的汗珠，询
问、验视、封装、收集……一丝不苟的完成邮件
收集的全程环节后，刁承纲欣喜地舒了口气。作
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自贡市自流井区分公
司已有10余年从业经验的快递业务员，他坦言
技能大赛不仅能主动发现工作中的不足，更是
同行间切磋技艺提升技能的绝好平台。

7月28日下午，盐都酷暑难耐，自贡市自流
井区快递业务技能大赛“燃”情上演。来自该区
快递行业的5支代表队、25名选手，参与前台服
务、邮件收寄、邮件投递等业务的激烈角逐，展
现快递职工的娴熟技艺和精神风貌。本次技能
大赛，由自流井区总工会主办、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自贡市自流井区分公司承办。旨在推进
技能培训提升常态化，引领技能明星不断涌现。

经过五轮比拼，自流井区汇东揽投部王珊珊获
得技能大赛一等奖。

自流井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艾世
庆介绍，职业技能大赛是发现人才、挖掘人才和
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再造产业自贡、重
铸盐都辉煌工作目标，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重要举措。大赛为广大员工技能水平展示搭建
了平台，也是对快递业务技能水平的一次检验。

中江县政协专题协商
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治理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曾杰伟 钟小红 记者 钟
正有）近日，中江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杨晓刚
主持召开十四届县政协第32次主席（扩大）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听取了中江县校外
培训机构规范化治理情况的汇报，与会委员提
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校外培训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
补充，对于满足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
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会议建议，要
严把准入关，按照“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进
一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办证审批环节的指导，
严格审批登记的标准和程序。要规范培训行为，严
格执行培训方案备案制，严防超标培训、虚假培训，
努力提升培训对象满意度。要强化监督管理，统筹
教育、市场监管、人社、公安、卫生等部门力量，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推行黑白名单制度。要提高公
办教育水平，切实加强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引导
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教书育人。

该县政协副主席黄英、高芳出席会议。

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新招录公务员集体廉政谈话

四川经济日报讯 （何薇 记者 钟正有）为
进一步把好干部教育关口，打好拒腐防变的“预
防针”，引导新进人员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7月29日，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了新
招录人员集体廉政谈话。

首先，组织全体新进干部观看了该局宣传
片《我在城市书写诗行》和《扣问初心》教育片，使
大家对执法局的发展历程和职能有了比较直观
的印象。随后，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周勇分别从祝贺、欢迎、感谢、希望四个层面
表达了对新进人员的殷切希望，欢迎17名新进
人员加入中江执法这个大家庭。最后，周勇介绍
了中江县情及发展，提振了新人建设中江的信
心；详细解读执法局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等细
则，表达了不忘初心、同甘共苦的殷切希望。

新进员工刘敬业表示，通过这次谈心座谈
会，了解城市管理和执法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深
刻体会到城市管理工作的挑战性、艰巨性。作为
一名城管大家庭的新员工，要用高昂的工作激情
践行初心与使命，立足本职，认真学习，努力上进。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7月 29日
上午，德阳市旌阳区行政审批局召开全体职工
会，对“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和“进一步推动党风
廉政建设、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工作进行了专
题动员部署。

会议首先由该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田小雨对具体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
任，以围绕“五清”（即：政治生态清明健康、干部
队伍清正有为、营商环境清廉高效、社会根基清
朗和谐、文化风尚清新尚廉）目标建设和“清廉
旌阳”为主线，以解决办事群众痛难点问题为切
入，大力营造良好宣传氛围，扎实工作举措，确
保该局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面提升群众

满意度工作取得实效。
随后，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米文锋传达了全

国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米文锋指
出，“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和“进一步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工作是全面建设

“清廉德阳”“清廉旌阳”的中心工作，也是该局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履行“一岗双责”

的具体体现。
米文锋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以“清廉机

关”建设和“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提
升群众满意度”工作为契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
岗位职责和廉政风险，依法行政、严以用权、转
变作风、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身边的人，坚守
法律底线，为自己的人生绘制出美丽的画卷。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来自浙
江省青田县的蔡先生，经招商引资来到德阳发
展娱乐产业，是德阳某音乐吧负责人。由于不了
解娱乐场所开办条件，不清楚《娱乐经营许可
证》的办理流程，面临音乐吧不能如期开业的困

境。在了解到该企业具体困难后，旌阳区行政审
批局立即联合该区文化广电体育局和市文化执
法支队，对该音乐吧进行了现场踏勘指导，对提
交的纸质资料进行了细心、全面的梳理审核，并
指导帮助该音乐吧进行相应整改完善，经过悉

心指导协助，该音乐吧终于如期开业。
7 月 17 日上午，蔡先生手捧印有“服务一

流，办事效率高”的锦旗来到旌阳区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股文广旅体窗口，表达了他对旌
阳专业、高效政务服务的真诚感谢和高度评价。

什邡市供销社组织召开
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 （郭先静 钟小红 记者
钟正有）为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
设，助推产业脱贫攻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7
月 28 日，什邡市供销社在蓥峰宾馆组织召开
2020 上半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会。全市农
民合作社理事长、各镇(街道)相关分管领导、
什邡市建设银行领导、市供销社班子成员等
130余人参会，市供销社监事会主任古成儒主
持会议，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李鉴到会指导并
发言。

会上，重点就市级示范社申报、“四川扶
贫”公益品牌推广及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暨使用农产品合格证相关内容进行培训；会
议启动了什邡市供销社和什邡市建设银行
战略合作暨裕农通活动仪式，其后建行重点
就对农金融服务，防诈骗等进行授课；会议
还传达了中央、省、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及相
关工作精神，同时向各镇（街道）及农民专合
社抓好供销综合改革各项工作提出要求，确
保按照工作时间表、任务图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

会议要求全市专合社要坚持发展与规范
并重、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并举，鼓励用互联
网的思维去看待产销问题，促进农民专业合作
社做大实力、提升服务、增强带动，并希望通过
市社和专合社的双方共同努力，最终达到共赢
局面。

遗失公告

●蔡伟不慎将 2017年6月12号在雅安正黄置业有限公司
二期开具的收据（票号：0073988；金额：67000元）遗失，特登报
声明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雨田小厨餐厅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遗失，编号：JY25101120084405，声明作废。

● 成 都 住 商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公 章（编 号 ：
5101008117559），法人章（编号：5101008117562），财务章（编号：
5101008117561），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19253503）遗失。

● 成 都 蜀 品 堂 文 传 播 中 心 ，公 司 法 人 章（编 号 ：
5101060059661）遗失。

●雅安聚农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遗失作废。

●眉山市亿泰鹏辉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证号：川交运管眉字0087737号，车辆号牌：川Z90126黄色）遗

失作废。
●犍为县罗城铁山西湖酒厂（投资人：岑小容）个人独资企

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1232900371）遗失作废。
●安岳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机关工会所持中国工商

银行安岳柠都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33000594101；账
号：2312035009000017971）因单位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成都武侯分公司开具给范
姝琳物业保证金（金额24386.4，票据号0001481）以上均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青神县德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11425335814448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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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青神县德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2020年7月31日

减资公告

经成都普莱美瑞邑石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293215813792）股东会决定：成都普莱美瑞邑石
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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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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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普莱美瑞邑石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清算公告

广 元 市 明 章 源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注 册 号 ：
510800100014597）2020 年 7 月 23 日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申请注

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
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广元市明章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30日

迁坟公告

因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三堰村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需要，

三道堰镇三堰村十三社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请规划迁坟范
围内坟墓主的亲属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至 2020年 8月 15日前
与三堰村村委会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移的坟墓，将被
视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林 联系电话：13658007667

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三堰村村民委员会
2020年7月31日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全文的网络链接
网 址 ：http://www.scjl.gov.cn/14174/14176/14195/

2020/07/29/10701067.s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九龙县汤古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九龙县汤古
联系人：夏总
电话：13996749306
邮箱：11468374@qq.com
编制单位：四川嘉盛裕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三泰魔方b3-201
联系人：文工

电话：13908229095
邮箱：1430973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地九龙县汤古及九龙县县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scjl.gov.cn/14174/14176/14195/2020/

07/29/10701067.shtml
四、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通过电话、

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
意见看法。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7月29日至2020年8月11日。

九龙县汤古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日鲁库水电站、
中古水电站和汤古水电站3个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德阳市旌阳区行政审批局专题动员部署会召开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

自贡自流井区：培训“充电”为发展赋能

自贡自流井区举办快递业务技能大赛

德阳旌阳区行政审批局高效服务获群众好评

林木采伐经营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0年8月12日14:30在雅安尊享铂源明珠酒店（熊猫大道

386号）公开拍卖雅安市雨城区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羊子岭管护站2020年人工商品林木
材采伐经营权：

一、拍卖标的:

二、竞买报名：竞买人应于2020年8月11日16:00前将相应竞买保证金付至本公
司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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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0188000607913；竞买保证金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并凭有效身份证件或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于2020年8月11日10:00-16:00到雅安尊享铂源明
珠酒店（熊猫大道386号）办理竞买报名手续，领取拍卖文件。

三、标的展示与咨询：标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即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请有意购
买者于2020年8月11日前到实地踏勘，与标的拍卖有关事项的咨询，请洽本公司。

联 系 人：400-028-1226 15982086639（黄女士）
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序号 小地名 树材种 面积（公顷） 蓄积量（m3） 参考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 乱杂沟 杉木、柳杉 3.72 1331.7
（其中杉木399.5） 37 10

2 铅厂沟 柳杉 3.5 1771.6 48 10

3 新花坪、铜厂坪 柳杉 2.85 883 24 10

备注：1、标的均按现状拍卖。2、序号1伐区内除柳杉和杉木外，其他资源不得采伐；
序号2、序号3伐区内除柳杉外，其他资源不得采伐。具体情况详见《木材生产经营合同》
及标的实物。3、一份竞买保证金可以参与任意标的的竞买，但只能竞得一个标的。

我公司定于2020年8月10日下午2点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
caa123.org.cn）以网络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旧机动车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川R8A988丰田牌SCT6492E4，参考价：19.57万元。
特别声明：详见《竞买须知》。
标的物展示、咨询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8月9日17点

止。上述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交至我公司拍卖专户（户名：四川省嘉士利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账号：1185 0908
6220）。敬请有意竞买者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不计利
息）在中拍平台注册账号通过实名认证并在对应的标的里点击报名或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报名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35号。

公司热线：15982807977（微信同号）13981883885 028-86699706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拍 卖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