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0年9月16日 星期三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易陟 美编 赵磊 校对 胡玉萍 区域·公告

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要求，绵竹广恒垣新材料有限
公司现将《半导体材料高纯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主要
内容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概况：绵竹广恒垣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在绵竹市
德阳-阿坝生态经济产业园区征地新建半导体材料高纯硅生产线，设计年产
半导体材料高纯硅12000吨。项目概况、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影响分析可
通过网站或纸质版本查阅。网站链接为：http://xxgk.deyang.gov.cn/xxgk-
ml2020。纸质版本请按照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综合项目各环
境要素评价范围，项目边界外3km范围）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
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
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我公司承诺不泄漏公众个人信息。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可下载项目公众意见表，填写公众意
见。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见网址：http://xxgk.deyang.gov.cn/xxgkml202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文发布起的10个工作日内。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绵竹广恒垣新材料有限公司，联系

人：高向文 ，联系电话：13462557820，联系地址：四川省绵竹市德阳-阿坝
生态经济产业园区，邮箱：344631713@qq.com

绵竹广恒垣新材料有限公司半导体材料高纯硅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委托，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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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雨城区挺进路147号6幢一层办
公用房，建筑面积：441.8m2，参考价：44.63万元；2层办公用
房，建筑面积：442.78m2，参考价：44.72万元。一、二层楼整
体拍卖，整体拍卖参考价89.35万元，保证金：20万元。2、泸
州古蔺县土城乡街村大村土城烟点，建筑面积约296.07m2，
参考价16.38万元， 保证金3万元。3、泸州古蔺县东新乡
渔洞村一社大村自强烟点，建筑面积约656.3m2，参考价
16.51万元，保证金3万元。4、泸州古蔺县大村镇中乐村六
社大村中乐烟点，建筑面积约609.21m2，参考价20.77万元，
保证金4万元。5、泸州古蔺县古蔺镇椒坪村四社德跃烟站交
坪点，建筑面积约384.7m2，参考价13.47万元，保证金3万
元。6、泸州古蔺县金星乡楠木村五社金星鱼龙烟点仓库，建
筑面积约622.63m2，参考价21.33万元，保证金4万元。7、
泸州古蔺县丹桂镇岩湾村丹桂岩湾烟点新仓，建筑面积约
602.39m2，参考价20.12万元，保证金4万元。8、泸州古蔺县
丹桂镇冼马村六社丹桂烟站新仓，建筑面积约373.11m2，参
考价11.45万元，保证金2万元。9、泸州古蔺县石屏乡印合
村五社龙山印合烟点仓库，建筑面积约408.89m2，参考价
9.48万元，保证金2万元。10、泸州古蔺县水口镇青龙村三
社石宝九岭烟点仓库，建筑面积约384.67m2，参考价7.87万
元，保证金2万元。11、泸州古蔺县石屏乡石屏村一社龙山
石屏烟点仓库，建筑面积约804.66m2，参考价23.18万元，保
证金4万元。12、泸州古蔺县箭竹乡乐园村三组德跃乌龙烟
点仓库，建筑面积约548.35m2，参考价13.57万元，保证金2

万元。13、泸州古蔺县护家乡兴阳村三社护家烟站兴阳烟点
土地，土地面积约316.8m2，参考价2.31万元，保证金1万元。
14、泸州古蔺县金星乡石鹅村一社金星烟站石鹅烟点土地，土
地面积约328.8m2，参考价3.68万元，保证金1万元。

二、拍卖时间、地点、方式：标的1:2020年9月30日14:00
以现场（雅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和网络（中拍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同步拍卖；标的2-14：2020年9
月30日10:30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
络竞价方式拍卖。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
在标的现场展示及公司资料展示。详细资料向我公司索取。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竞买人应于2020年9月29日17:00
前将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拍卖人账户开户名：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账 号：1185 0908 6220。）标的1：凭有效证件和交款凭证于
2020年9月30日12:00前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标的2：在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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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9日17:00前到中拍平台上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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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1：袁女士13688189116、标的2-14：邓先
生13980846152、028-86699706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关于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
文化娱乐用房、商业及配套设施（A地块三期

1.3地块）项目负责人变更的公示

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文化娱乐用房、
商业及配套设施（A地块三期1.3地块）项目，因项目负责人工作
关系的调动，现更换项目负责人张书勇为马欣，即日起该项目
一切事务均由马欣负责。

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遗失公告

●峨眉山市雅琳日用百货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1181MA657CDJ1K）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减资公告

四 川 地 平 线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A8Y3J8Q，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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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遂宁经开区放弃不符合园区产
业发展定位的项目4个，成功签约引进深圳伙伴
行“电子配套”等重大产业项目 16个，协议投资
总额44.5亿元。

1至 8月，遂宁经开区 7个省级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2.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1.3%，超时序
进度 24.6个百分点；18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39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8.3%，超时序进度
21.6个百分点。

前不久，全省评定首批 15家省级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遂宁经开区成功入选，这与遂宁市委
七届十次全会赋予遂宁经开区“建设全国百强
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外向型经济示范区”的新
定位不谋而合。

优化产业格局 让工业经济“挑大梁”

“为优化产业格局，我们探索建立‘标准地’制
度，将亩均税收由6万元调整为10万元，工业用地
价格由9.6万元/亩调整为16万元/亩。”据遂宁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建立“标准地”制度提高了
招商引资门槛，有利于引进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的龙头企业。在深圳举办的招商引资推介会上，
遂宁经开区成功与奕东电子、深圳市澳亚迪电子、
惠州市煜鑫达科技、惠州市惠鑫达电子4个项目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21.5亿元。

提高招商引资门槛是提升园区产业发展竞
争力的举措之一。按照“既促进集群发展、又培
育单项冠军”的发展思路，遂宁经开区重点瞄准
成渝地区的电子信息、食品饮料、机械装备等产
业，扬长避短，能当冠军的当冠军，不能当冠军
的当好黄金配角。1至 7月，园区的电子信息、食
品饮料、机械装备等产业分别实现产值 73.26亿
元、53.35亿元、59.42亿元。

遂宁经开区还注重从内部挖掘，动员经营状
况好、发展前景优的企业实施技改扩能或扩建二
期项目。目前，园区正在推动广义微电子、立讯精
密、金湾电子等24家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志超科
技、英创力、金红叶纸业等8家企业启动二期项目
建设。同时，按照“缺啥补啥、补齐短板”思路，加

快康佳、特康、成工重工等上下游企业的引进和
配套建设，推动产业链向终端延伸。依托高金、美
宁等食品龙头企业，共建“中国肉类罐头之都”。

促投资稳增长 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摩天时代智能终端项目新厂房即将收尾、
康佳电子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遂宁经开区
始终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全力促投资、稳增
长，打造遂宁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极核引擎。

在抓项目储备方面，遂宁经开区着眼于打
基础、谋长远，围绕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等领域，编制重大项目141个、总投资621.8亿
元，重点培育项目49个、总投资364.4亿元。提前
谋划“十四五”规划，储备重大项目 185个，总投
资2771亿元。

“我们建立星级项目管家队伍，设立会考答
题机制。目前，成工重工、和懋半导体等 43个项
目实现开工建设。”遂宁经开区发改局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宇乐科技、天宫南路内涝等 15个项

目如期竣工；康佳电子电路、绿地 1958 等 46 个
续建项目加快推进。

1至 8月，遂宁经开区 7个省级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 22.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1.3%，超时序
进度 24.6个百分点；18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39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8.3%，超时序进度
21.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遂宁经开区还抓好项目资金保
障。瞄准无偿资金争取，已争取到位中央、省预
算内投资项目6个，到位中央、省资金1.26亿元。
积极争取各类债券资金，已成功发行 2020年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7个，共 7.52亿元；争取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 8697万元；申报 2020年企业债
券2支，拟发行债券23亿元。

作为遂宁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遂宁经
开区将以“不辱使命、不失时机、不畏艰难、不甘
平庸”的主人翁精神，扛起遂宁产业发展大旗，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的国家级经开区。

范晶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琳琪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叶强平 记者
杨琦 文/图）今年以来，理塘县立足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定位，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以“文体农商旅”融合发展为路径，截
至 9 月上旬，实现旅游接待 89 万人次，综合
收入 9.8 亿元，同比增 27.14%，实现了绿色高
质量发展。

近年来，理塘县把“绿水青山”的保护始终
放在各项发展的第一位，着力建设高原生态文
明高地，深入推进林、草、湖等全方位生态保护
建设。对该县 1068 万亩天然林实施有效抚育
和管护，对 793 万亩草场实行严格的禁牧轮
牧，对 2.4 万亩沙化土地实施治理，对 1230 万
亩湿地有效管护。扎实开展“绿化全川·理塘行
动”，该县“每人种活一棵树”，累计植树 20余
万棵。推进“城市双修”，建设了白塔、佛眼等

“八大林卡”湿地绿地 1122亩，初步构建起“百
米见绿，一里见园”城市生态格局。用高城镇替
然色巴村牧民洛绒赤乃的话说：“现在环境越
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就缺少“活”的灵
魂。理塘县以文促旅，不断建设藏文创产业高
地。集中打造微博物馆群，建设康巴人主题蜡
像馆、藏医藏香馆、仓央嘉措博物馆等众多微
博物馆，把沉淀历史文化的藏房变成活化石。
在文化体验街区集中展示藏戏、石刻、藏绣、土
陶、“妮热”牦牛纺织品等非遗文化，发展民族
文化深度体验游。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丰
富呈现方式，在千户藏寨景区新建主题文化民
宿、餐吧、咖啡馆、文创小商品馆等多元文化精
品业态近20家。“举办仓央嘉措诗歌节、‘G318
公路文化峰会’、民俗文艺展演活动，打造涉藏
区域文创聚集地，吸引游客。”理塘县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长格绒介绍到。

有看的，更要有玩的。理塘县以体带旅，
建设高原户外旅游高地。先后推动四项赛事
落地理塘，将理塘传统八一赛马节升级为中
华民族大赛马体系赛事，每月一赛，吸引西
藏、四省涉藏地区和新疆、内蒙等省区选手参

加；集中举办“环城自行车挑战赛”“骑闯天路
挑战赛”等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赛事，来自广
东、福建等地百余名专业选手参与角逐。引进

“壹占高城越野赛”，开办世界海拔最高的半
程马拉松，吸引了成都、北京等地千余名选手
参加；建设 150公里集专业赛和体验赛于一体
的最美高原越野赛道，发展高原越野旅游体
验项目。

以农强旅，建设高原农业体验高地。建设
高原现代生态的濯桑现代农业园区，将特色优
势与观光农业、休闲度假、农事体验、精品民宿
等融合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新亮点。以游牧文
化为补充，推动牧旅融合，初步形成奔戈乡霍
曲吉祥牧场、村戈乡温泉村、禾尼乡自驾游营
地、“牧家乐”等集体产业经济，成为最美国道

318线上新的打卡点。“除了到仁康古街感受藏
文化，还可到牧场体验骑马射箭，花园农庄采
摘生态果蔬，累了再泡泡温泉。”重庆游客胡江
欣喜地说。

以商兴旅，建设川尼服贸高地。理塘县自古以
来就是茶马重镇。邀请尼泊尔手工艺品企业和尼
泊尔工商联参与泛喜马拉雅民族手工艺品展和中
小企业峰会，和尼泊尔企业建立了沟通渠道，为进
一步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每月举办赶集式商贸节，
邀请周边五县及青、滇、藏和尼泊尔等地客商参
加，汇集各地特色产品。巩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成果，促成顺丰物流在理塘建立区
域配送中心，活跃商贸文化氛围。今年扶贫超
市电商实现收
入800万元。

德阳审计局指导罗江区乡村
治理专项审计调查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李洪强 记者 钟正有）
近日，德阳市审计局副局长李晖一行到罗江区
召开乡村治理专项审计调查业务指导会，全面
指导罗江区乡村治理专项审计调查工作，罗江
区审计局副局长方清艳等参加会议。

会上，罗江区审计局就德阳市罗江区 2019
年度推进乡村治理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作
了全面汇报，对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李晖强调，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对加快乡村治
理发展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专项审计
调查既是对罗江乡村治理工作的有效监督，也
是对乡村治理工作运行情况的集中检查，更是
对该项工作的积极鞭策。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罗江区审计局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及时将存在的问题反馈到位，并严格要求落实
整改。

江南科技产业园：
强化监督执纪 推进项目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 （冯桂红 记者 庞
玉宇）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进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泸州江南科技产业园纪工委三
个“常态化”强化监督执纪，为园区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任务分解常态化。江南科技产业园纪工委
将园区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任
务3类大指标进行梳理，确定经济指标14项，项
目建设17项，全面从严治党12项。

跟踪问效常态化。对有明确时间节点的事
项，实行跟踪督办，对 43项重点工作实行提醒
催办，临近时间节点的工作提前 5天提醒、3天
催办，促进工作落实。目前，共办理市、区交办事
项 4项，网民留言、市长信箱投诉 36件，办结回
复率 100%，园区 43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完成
率占督办事项的96.24%。

一线督查常态化。突出抓好市、区重点项目
建设进度督查，1至 9月共现场督导项目 80余
次。12个市重点项目中，正常推进10个，未按时
间节点推进2个。针对项目推进缓慢问题，分别
向相关责任科室发出《纪律检查建议书》3份、

《工作函》1份。

绵竹市行政审批局
召开项目秘书工作座谈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 （郭庆 记者 钟正有）9
月14日，绵竹市行政审批局召开全市项目秘书
工作座谈会，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和绵竹市33名
项目秘书参加会议。

会议就近期项目秘书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部分项目秘书代表就项目秘书工作的推
进情况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实行项目秘书服务，选派项目秘
书，是为了加快项目落地落实、企业提能增效，是
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会议要求各项目秘书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项目秘书工作的责
任感，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保姆式”服务推
动相关工作有序开展；要加强学习，全方位提高对
项目推进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要履职尽责，全面服
务，坚持上门服务，当好“宣传员”“书记员”“协调
员”，做好企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摸准摸
清企业项目实际需求，搭建良好的政企沟通桥梁，
为推动项目企业发展建言献策，着力解决企业项
目实际困难，做好后勤保障服务，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推动绵竹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遂宁银行
开展反假币主题宣传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罗毅 记者 张琳琪）
日前，遂宁银行在遂宁市火车站站前广场开展了
反假币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社会公众识假、辨
假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净化人民币流通环境。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反
假币业务咨询台、发放宣传折页、讲解人民币防
伪知识、邀请群众通过手机参与“反假小超人”
在线答题等多种形式展开。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讲解、实物
对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展示了2019年版第五
套人民币 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 1元、5
角、1角硬币的票面特征、公众防伪技术等相关
信息，讲解了“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假币识
别方法和鉴别要领，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的新变化，提
示群众自觉抵制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并耐心
解答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游客观看羊毛编织

截至9月上旬，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8亿元

理塘：“文体农商旅”融合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引资抓项目，打造外向型经济示范区

遂宁经开区今年成功引进16个重大产业项目

南充高坪区
放流58万尾鱼苗到嘉陵江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赵新月 记者 李
国富）近日，南充市高坪区 2020年鱼类人工增
殖放流活动在高坪区龙门街道龙门码头举行，
放流3个品种，中华倒刺鲃、鳜鱼、鳙鱼，共计58
万尾。

据了解，今年是长江 10年禁捕的第一年，
沿江、沿河都悬挂了禁渔、禁捕的宣传横幅和设
置了永久性宣传公告牌，要求广大市民严格遵
守禁渔期制度，保护鱼类资源，不到保护区钓
鱼，更不能用其他方式在保护区捕捞；该区内其
他天然水域也只允许一人一杆一线一钩钓鱼，
严禁其他任何方式捕捞。

该区渔政管理站站长王全告诉记者，在嘉
陵江开展渔业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可以起到补
充嘉陵江渔业资源，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维
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