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兹有“丹棱县珂泓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名章遗失作废。
●四川昊元绿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孙文清姓名章（编号：5120029000828）、法定代表
人欧阳俊姓名章（编号：5139000018434）、法定代表
人李晓强姓名章（编号：5120020028956）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威远县签香源郡把串串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遗失公告，许可证编号：JY25110240021420。

●乐山市玉贤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保宁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81MA6BN2W88J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

●乐山市玉贤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柏康
店 ，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许 可 证 编 号 ：川
DB1002366）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合江县南滩镇经济社会服务中心，事业单
位 法 人 证 书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10422MB0U294418）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合 江 县 南 滩 镇 敬 老 院 ，公 章（ 号 ：
5105225008770）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雅惠乡村连锁汉源县潇潇加盟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3124600066694）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四川辉创合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402MA62J19DXH）遗失作废。

●雅安市高米世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5118025033844）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清算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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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人人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原 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5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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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恒久旺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公 告
我公司将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招租：农产品交

易中心、天马循环农业工程、向峨茶溪谷、胥家冷水
鱼养殖基地、崇义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农机服务中心、
崇义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单体大棚、美丽家园接
待中心、川西林盘双土
村凉水井院子、川西林
盘双土村宋家院子、川
西林盘大桥村容家院
子、柳街草本花卉种植
基地、青城山、向峨猕猴

桃基地、龙潭湾职工宿舍、廖家桥路102号商铺、观
凤二巷5--7号商铺、石羊镇南大街38号商铺，以上
资产主要有办公类房屋、冷冻库房、商铺、公建房等，
具体资料电话索取。

招租单位：都江堰市精华润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先生028-67667279，13678105027
程先生028-89716761，13880819568

2021年1月21日

股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1年 1月 29日上午 10时在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 57号

中华大厦 4 楼拍卖：达州市佳兴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100%股权，拍卖底价
1800万元，股权项下包含下列不动产：

一、拍卖展示时间与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展示于所在地。
二、报名及保证金：竞买保证金截至日期：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月28日18

时止。竞买保证金交纳账号：户名：四川成通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成
都蜀汉支行，账号：7412 3101 8260 0025 945，以到账为准，请持有效证件及参考
价10%的竞买保证金（不计息）凭证办理竞买手续。

三、报名地址：达州市荷叶街57号4楼
咨询、报名请致：19983045877

四川成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序
号

1

2

3

标的位置及名称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通州大道
（高速公路安置房）第二层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通州大道（高
速公路安置房）第一层10轴-1号
达川区三里坪街道麻柳大道（高
速公路安置房）第一层1轴-10轴

不动产权证号

（2020）达州市不
动产第0015591号
（2020）达州市不
动产第0015590号
（2020）达州市不
动产第0015592号

土地证载分
摊面积（㎡）

280.34

130.27

124.49

房产建筑
面积（㎡）

1693.03

786.46

751.8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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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拟对“资
中县资州大道南二段318号商业用房（公开竞租）”进行公开电子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资中县资州大道南二段 318
号商业用房（公开竞租）公告

资交产权 (2021)01号

二、意向受让方资格要求：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意向受让方按规定报名和交纳竞买保证金。

三、竞价原则：本项目采取公开电子竞价方式，按规定且报价最高的竞价人为竞得人。
四、报名及获取文件方式：首次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时间：2021年1月21日上午9:00-2021年2月22日16:00。

意向受让方登陆“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网站（www.zzjyzx.org.cn）了解报名等详情。
五、竞价时间：

满足竞价条件（报名截止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00-12:00（延时除外），请注意查看系统竞价时间。
六、联系方式：
资中县磐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资中县重龙镇水南上街145号 联系电话：15082047645 联系人：李女士
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
联系地址：资中县水南镇资州大道南二段312号

（资州大道A区还房2号商业楼4楼）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832-5617156 联系人：邱先生 周先生

产权证地址标
的

资州大道南
二段318号A
区安置还房1
栋1-1-2

资 州 大 道 南
二段 318号 A
区安置还房1
栋 1- 1- 2

竞价起始价
（元/年）

竞价保证
金（万元）

租金交
纳方式

租赁期
限(年)现门牌号

1 467040商业 年缴 51

所在层 建筑面
积（m2） 用途

1112 2

内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中县分中心
2021年1月22日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王冬梅 记者 钟正
有）今年以来，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
科紧盯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一手抓规范一手
抓落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主体责任再夯实。要求各餐饮单位申领“四
川天府健康通”单位场所码，在做好扫码、测温、
场所消杀、“一米线”设置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公筷公勺，最大限度避免
交叉传染。提倡使用“非接触”点餐结账，建立顾
客预约制度，避免人员聚集。

冷链食品严排查。督促餐饮单位按照要求
在“川冷链”上注册自建冻库信息，如实填报冷链
食品收发货详情。经排查，全市有自建冻库的餐
饮单位有174家，均已在“川冷链”上注册登记。针
对冷链食品监管难、风险大等特点，及时收集整
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汇编下发了《进口冷链食
品监管常见违法行为和处罚依据》，将监管中易
发生的11种进口供应链食品违法行为进行了列
举，对查处标准及法律依据进行了摘录，方便基
层快速发现问题、查处问题。要求使用进口冷链

食品的餐饮单位，须下载安装“德食安”小程序并
注册，在“进口冷链食品”栏目进行申报预约，如
实填报相关信息，并取得《德阳市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仓出仓证明》后方能出仓使用。

重点环节强监督。重点检查提供“年夜饭”
的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
验的情况，加大对餐饮单位使用粮食产品的监
督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餐饮单位进行公示，倒
逼各经营单位落实进货查验的主体责任。

社会共治共推进。为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

模式，拓宽社会公众对该市食品安全的监督渠
道，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德阳市首批20
名“食品安全吹哨人”于 2020年 12月受聘上岗，
他们分别来自于社区、媒体、学校，根据德阳市
市场监管局制定的《德阳市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义务“吹哨人”管理办法》，开展食品安全社会监
督。近日，市场监管局联合吹哨人开展了冷链食
品暨节前食品安全检查，检查单位涵盖学校食
堂、承办“年夜饭”的大型餐饮单位、中小型餐饮
单位等。

江南科技产业园
多措并举预防和制止欠薪行为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向运游 记者 庞玉
宇）春节将至，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民
工合法权益，江南科技产业园多措并举预防和
制止欠薪行为。

园区按照信息网格化分工责任，组织干部
职工深入园区在建项目、劳动密集型等重点行
业开展工资支付情况摸排，通过实地走访的方
式，查看项目建设和付款进度、企业用工合同
签订等方式，具体了解每个在建项目实际用工
数量、工资发放、保险保障等情况。

积极联合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住房
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综合施策，对存在欠薪
隐患、非法用工问题的企业，通过督导、约谈的
方式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求建设单位及
时筹措资金，按照农民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的
要求，严格规范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确
保农民工工资节前发放到位。

同时，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微信媒体传播，组织有 LED 显示屏的企
业播放宣传标语等形式，向辖区农民工、企
业宣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相关知
识，提高用工单位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
法律意识，提升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自觉性。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胡晓龙 记者 钟正
有）记者从德阳市罗江区人社局获悉，1 月 20
日，德阳市罗江区副区长刘跃文带领区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
责同志，深入该区芙蓉溪苑项目二期工程、德阳
市罗江区人民医院老年病区、肿瘤病区建设项

目，实地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落实情况。
刘跃文每到一处项目工地都详细询问在场

建筑工人工资发放情况，通过实名制系统联系
方式电话问询各班组工人工资领取、银行卡是
否本人持有等情况，认真查阅施工企业资质、工
伤保险凭证、劳动合同、工资领取手续等资料。

刘跃文强调，劳动报酬权益是农民工最核
心、最基本的权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各市场主体务必切实履行好工资支付
责任，并要求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对辖区所有建筑工地再排查再
督促，确保农民工拿到钱、过好年。

建信基金梁珉、姜华：
MOM显著提升管理人投资能力圈

行业首批公募MOM备受投资者和业界的
关注，建信智汇优选MOM正在发行中。该基金
的拟任基金经理梁珉、姜华表示，MOM能够聚
集多位优秀投资顾问，显著提升管理人投资能
力圈。建信智汇优选MOM汇集建信基金、景顺
长城和广发基金三大行业领先基金公司，为投
资者提供“1+1＞2”的投资效果。

据了解，该产品将以“60%权益+40%固收”
的比例进行资产配置，这一配比在风险收益、投
资胜率和控制回撤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钟正有 文/
图）为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绵竹市积
极响应防控要求，倡导农民工“就地过年”，以

“六个一”为抓手，全力保障农民工在务工地
过上一个暖心、安心年。

一封贴心的家书。绵竹市人社局、农劳办
向外出务工农民工发出了一封倡议的信，倡
导在外地务工人员就地过节，并按照当地疫

情防控要求做好自身防护；镇（街道）给留在
外地过年的务工人员留守家属发出一封关爱
的信，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关爱，感谢其支持理
解；留守儿童给在外地务工的父母发出一封
感恩的信，表达疫情防控重于团聚，让他们放
心在务工地过年。目前已发出家书500余份。

一段深情的短信。向外出务工农民工和
留在参加绵竹建设的农民工送上一段深情的

短信，传递来自党委政府的问候，提倡外出的
务工人员和留在绵竹的建设者在务工地就地
过节。目前发送手机短信12万条。

一个暖心的邮包。依托驻湖北襄阳、贵州
安顺劳务输出联络站，向远在他乡就地过年
的农民工寄去精心准备的暖心邮包，邮包里
装有家乡特产、暖心的保温杯、温暖的手套、
贴心的家书等，暖心邮包带去了来自家乡人
民的问候，提倡他们在务工地安心过年。目前
已寄送暖心邮包60份。

一个真情的慰问。给未回家过年的农
民工家属送去真情的慰问，为他们精心准
备过节食品、慰问信、新春福袋等，让远在
他乡的亲人们放心地留在当地；为留守老
人免费上门理发剪指甲，送上红红火火福
袋；为留守儿童开展了以“暖冬行，护童心，
共关爱”为主题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和孩
子们一起包饺子，赠送乐器，组建亲子乐
队，并送上新年爱心大礼包。目前发放慰问
物资共 300 余份。

一份甜蜜的礼物。冬日岁寒，真情暖心。
即使留守在异乡过年，同样是温暖的，通过技
能培训后的学员，亲手为外地在绵竹务工农
民工制作各式甜品送到工地，小小的工间餐
代表“温暖在绵竹、他乡即故乡”的问候。

一张百万的保单。继续和邮政公司联合
开展免费为农民工赠送新冠肺炎百万保险活
动，这是绵竹市继去年春节后给返乡农民工
送新冠肺炎五项百万保险后的又一行动。

践行长期价值投资

华夏睿阳再次出发

作为大众理财的工具，公募基金近年来经
历了牛熊转换的考验后，显著跑赢大盘，不仅验
证了其专业投资能力，也说明了长期投资的必
要性。站在当前，借助公募基金长期布局的需求
明显提升。

华夏基金蔡向阳正是公募业内一位优秀的
长期价值投资者，他管理的华夏回报A自 2014
年 5月管理以来，任职回报 213.73%，年化回报
18.84%（Wind，截止2021.1.8）。针对未来投资机
会，蔡向阳表示仍将以精选个股为主，看好不被
互联网型公司颠覆的壁垒型公司。而其管理的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也于 1月 18
日再次发行。

蔡向阳表示，价值投资的核心是壁垒，壁垒型
投资的核心是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得更高的利润
（比如通过产品、渠道、技术、品牌形成产品的超额
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互联网打破信息不对称，
用更低的价格使消费者受益，最终形成更大的平
台。因此，他重点投资优秀互联网公司，和不被互联
网颠覆的壁垒型公司。未来将把更多精力放在互
联网类投资，尤其是垂直互联网投资。 （李华）

武胜县清平镇
产业经济实现“开门红”

四川经济日报讯 新年伊始，武胜县清平
镇党委政府率领全体干部群众、不畏艰难、团结
一心，狠抓产业发展，实现镇域经济“开门红”。

近年来，清平镇大力发展晚熟柑橘，加强对
现有晚熟柑橘园的管护，新栽植晚熟柑橘 2000
亩，累计栽植1.6万余亩。建设“千亩”产业园5个
（石岭-涌泉千亩园、白果-石岭千亩园、大堡-观
桥坝千亩园、会云-红东千亩园、陈家寨千亩
园）。全力打造省稻渔综合种养星级园区，共引进
业主 23个，流转土地 5500余亩，稻虾投放 3200
余亩，发展优质水稻共2200余亩。大力开展撂荒
地整治，共整治撂荒地118亩。狠抓生猪恢复性
发展，完成补栏生猪26585头。同时，清平镇切实
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全镇229名帮扶干部深入
已脱贫户家中，耐心细致地讲解相关政策，积极
扮演好政策讲解员、问题疏导员、情感联络员重
要角色，高度融洽的干群关系，推动着当地农业
产业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效的发展。（陈晨）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ETF
昨日正式首发

今年以来，“大消费”延续去年的火热表现，
多只龙头股创下新高。随着春节临近，消费板块
有望再度添彩。在此背景下，消费投资也再添利
器，工银瑞信基金新年重磅推出工银瑞信消费
服务ETF，该基金为市场中首只跟踪中证消费
服务领先指数的ETF产品，于 1月 21日起在中
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方
正证券等各大券商及工银瑞信直销渠道正式发
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费率低、配置透明，一键
布局优质消费服务龙头标的的利器。 （李华）

德阳打出“组合拳”强化节前食品安全

绵竹市人社局全力保障农民工“就地过年”

德阳市罗江区副区长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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