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经济日报讯（程欢悦 记者 常坚）“一天
工资160元，一个月干20天就是3200元，年底还
能参与公司分红，我做梦也没想到能赶上这样
的好日子。”牛年新春，在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
廖店村，已脱贫户曾维舟向记者算着“幸福账”。

曾维舟口中的公司是由村集体出资成立的
四川省山水廖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廖店村地
处丹棱县西部山区，是丹棱最偏远的小山村之
一。作为省定贫困村，该村自2016年退出贫困村
序列后，村民们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自身

“造血”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
2018年，廖店村开始积极探索“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在全市率先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
织四川省山水廖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人股
东不是个人而是村委会，股权归村集体所有，每

个村民都是股东参与分红。“做不做、该怎么做？
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回忆起当初成立公司的艰
辛，张场镇党委副书记李波十分感慨，“现如今
看来，其展现出的强大‘造血’功能证明我们当
时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2019 年，该公司盈利 8 万元，到 2020 年，虽
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是大家迎难而上
积极复工复产，一年下来粗略计算，公司盈利近
50万元。

“公司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给予了我们很
多帮助和支持。”廖店村党总支书记蒋光慧说，
去年公司承接的以工代赈乡村公路建设项目便
是其中之一。据介绍，该项目于2020年9月参加
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遴选，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
绩争取到了省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项目建设300

万元，县财政配套资金70万元，镇村自筹3.65万
元，项目总投资 373.65万元，主要用于新建一条
长3.6公里，宽5.5米乡村道路及附属工程。

像这样的项目，不仅解决群众行路难问题，
而且以工代赈聘请当地村民参与施工，让村民
获取劳务报酬，从而达到长效帮扶的效果。项目
自去年10月开工以来，曾维舟便在里面打零工，
不到 4 个月时间，他便增加了 8000 多元的务工
收入。

据了解，该项目自实施以来，除了 3名专业
技术人员为外村聘请，其余 43名员工均为本村
村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33 人，人均增收
6800元。

去年，除了承接以工代赈项目，村集体公司
还成立了花卉苗圃培育基地，经营花草；盘活了

村里50亩土地，作为集体茶园；开办了茶叶加工
坊，吸纳村民生产茶叶……业务一个接着一个，
村里“进账”源源不断。

廖店村党总支副书记刘斌说，对于去年村
集体公司的近 50 万元盈利，70%将用于村民分
红，20%用于村里的公益建设，10%作为公司下一
步周转资金。“村上自己有了钱，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甚至乡风文明都得到了很大提
升。只有咱们村民的‘钱袋子’鼓了，我们村干部
的腰杆儿才能挺得直！”谈起变化，刘斌很骄傲。

刘斌的话在村民中也得到了证实，“这两
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活动也办得有声有
色，村里有事一招呼，大家都会积极响应。”在花
卉苗圃基地里，正在打理花草的已脱贫户何坤
兰对村里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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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川0525破2号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川05破申10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古蔺永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由古蔺县人民
法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指定四川中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泸州分公司担任古蔺永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古蔺永同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20日前向古蔺永同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迎宾大道968号
碧水兰庭小区 3 栋 2 单元 102 号 ,邮编 646500,联系人及电话:杨先生
18731255850，钟先生13890666586。)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古蔺永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古蔺永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在古蔺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或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系统网络（根据疫情相关情况提前通知会议召开方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特此公告 二0二一年二月九日

四 川 省 古 蔺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1）川0525破1号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川05破申9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四川永同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由古蔺县人民法
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指定四川中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泸
州分公司担任四川永同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四川永同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20日前向四川永同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迎宾大道968号碧水
兰庭小区3栋2单元102号 ,邮编646500,联系人及电话:杨先生18731255850，钟
先生13890666586。)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四川永同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永同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5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古蔺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或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系统网络（根据疫情相关情况提前通知会议召开方
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特此公告 二0二一年二月九日

四 川 省 古 蔺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遗失公告
●兹有眉山祥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14245510152923，于 2011年 7月 11日在丹棱县城东工
业集中区（机械产业园区）登记土地一宗，面积502.1平方，土地
证号：丹国用（2011）第0441号，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艳纹建材经营部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102537701 编号：6510-02987652）遗失作废。

●寇英位于邻水县坛同镇集贸街南方农贸市场2楼19号的
房屋产权证［证号：监证200604270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杨木林位于邻水县鼎屏镇人民路中段19号1栋2单元5楼
1号的房屋产权证［证号：权0007426］、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邻
优国用（1997）字第08110XX号］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 荥 经 县 瓦 屋 酒 家（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822MA69RQY946）公章遗失，特登报申明作废。

● 雅 安 市 名 山 区 香 花 山 庄 ，公 章（ 印 章 编 码 ：
5118215024403）遗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南充市顺庆区子鼠便利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15113020115427，声明作废。

●苍溪县公安局元坝镇分局2017年05月10日签发给石仙
芹的身份证 510824199709225027余 2021年 02月 20日遗失，此
证已挂失出现情况与本人无关。

●刘六春遗失四川广安鑫光电力铁塔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地址龙洲印象，房号 2- 6- 2，票号 0004860，票号
0004861，金额合计：167000元，声明作废。

●乐山市家庭教育研究会遗失农业银行乐山广场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50003499701，声明作废。

●本人孟林（身份证号码:510122197503086818）不慎遗失

成都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成都恒大天府半岛_三期
25栋_一单元_803号的房款收据（编号 3051752金额 420261.00
元），现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经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21年 2月 20日召开成员大会一致

研究：决定解散合作社，成立清算小组。请相关债权人前来申报
债权。

合作社住所：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涌泉村14组。
联系人：王玉春 联系电话：13408078718

大邑县芯春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1年2月22日

减资公告
经四川广安福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00MA62B1T23D）股东会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3150万元减少至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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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视其为没有或放弃提出要求的权利。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福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8日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拟采购
20辆两侧双开门纯电动公交客车，现邀请符合本次
采购项目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采购项目：20辆两侧双开门纯电动公交客
车（车长 10500mm，承载式车身，一级踏步）。具体
车辆技术配置、质保售后服务要求和车载电子设
备安装技术等相关要求见附件。

采购编号：ZGGJCG2021-004A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不接受供应商联

合体参加）
三、采购资金：企业自筹
四、供应商应具备资格条件：（详见磋商采购文件）：

五、采购文件获取：
2021 年 2 月 22 日，自贡公交网（www。zgbus。

net）下载。
六、提交磋商响应文件：
2021年3月4日上午8：30时前，供应商将磋商

响应文件（包括资格性响应文件、其他磋商响应文
件、报价表）送至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自贡东站自
贡公交集团公司招标办408室（不接受电子邮件及
邮寄方式送达）。

七、竞争性磋商时间、地点：
2021年3月4日上午9：00时采购人组织评审，

地点：自贡公交集团公司会议室（自贡市大安区大

山铺镇大山村1组自贡东站）。
八、磋商保证金：（详见磋商采购文件）
九、本采购邀请在《四川经济日报》和自贡公交

网（www。zgbus。net）上以公告形式公开发布，变更公
告和结果公告在自贡公交网（www。zgbus。net）公告。

十、联系方式：
招标办：0813-8208332 黄先生：18708382821

吴先生：13990062111
联系地址：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大山村1组

（自贡东站）
自贡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22日

20辆两侧双开门纯电动公交客车采购竞争性磋商公告

成都东部新区菜子村
被命名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四川经济日报讯（胡智 马林 记者 汤斌）近
日，记者从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办事处获悉，
在四川省委农村工作会上，该街道菜子村被省委、
省政府命名为2020年度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据了解，近年来，该街道菜子村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聚力“十大
重点工程”“五项重点改革”和“七大共享平台”，
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同时，该村还结合自身资
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积极引导村民连片种
植草莓、莲藕以及羊肚菌等特色产业。截至目
前，该村已发展草莓600亩，蔬菜400亩，耙耙柑
400亩，养殖特色小龙虾 120亩等特色产业，预
计收入2000万元以上；村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到 80%，户用卫生厕所改造率达到 100%，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据悉，该村分别
于2016年被评为省级卫生村，2018年被评为省
级“四好村”，2019 年被评为成都市级“美丽蓉
城·宜居乡村”示范村、成都市乡村振兴战略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等称号。

“这些称号为石板凳街道带来的既是荣誉，
也是挑战，我们将继续保持激情燃烧的拼搏状
态，保持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继续全面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
推动石板凳街道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为建设幸福
美丽石板凳筑牢基础。”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王福平表示。

什邡警企联动
开展“一盔一带”宣传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钟正有）为进
一步提升骑乘人员安全佩戴头盔意识，督促外
卖骑手安全文明驾驶，深化“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近日，什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美团
外卖在德什岗亭路口开展警企联合劝导活动。

活动中，该大队宣传民警向美团外卖骑手
讲解了佩戴安全头盔的意义，让外卖骑手意识
到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随后，外卖骑手摇身
变成交通志愿者，同宣传民警一起上路对向过
往电动车、摩托车驾驶人的不文明交通行为进
行劝导。民警呼吁广大驾乘人员养成佩戴安全
头盔的良好习惯，提升文明安全出行意识。

据了解，通过此次联合劝导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外卖骑手践行文明法治交通安全意识，起
到了行业积极示范作用，有利于营造和谐文明
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石融 记者 程强 文/
图）近日，石棉黄果柑已开秤上市，收购均价每公
斤3元，优质果每公斤达 4.8元，仅4天时间，就销
售黄果柑 500吨，实现销售收入 150万元。黄果柑
主要销往河南、浙江、吉林、沈阳、成都、绵阳、攀枝
花、西昌、乐山等省市。

据介绍，今年石棉黄果柑种植面积 5.2万亩，
挂果投产面积 4.5万亩，预测产量近 8万吨，可实
现销售收入 3.87亿元，与去年相比，可增产 0.7万
吨，增收 0.34亿元。目前，所有帮助引进客商人员
和外地来棉收购黄果柑等柑橘类客商，已到各乡
镇黄果柑基地和黄果柑洗选厂收购。

记者还了解到，面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要求，
全县果农和来棉收购客商均给予理解配合支持，另
外13家黄果柑带叶分级洗选中心16条生产线和4
家黄果柑仓储集配中心都已做好了批量收购黄果
柑的准备，留置了足够的空间，由往年的聚集式操
作改为分散工作，提前准备防护口罩和消毒用品。自贡贡井区

简化注销登记 优化营商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邱星中 王垚秋记者

陈家明）近日，记者从自贡市贡井区行政审批局
获悉，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自贡市贡井区有序推行简易注销登记
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工商登记审批
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政务服务改进一小步，便民惠企迈出一大
步。根据四川省、自贡市两级关于进一步推行企
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要求，该区行政审批局
工作人员及时学习简易注销文件精神并建立简
易注销容错机制，将简易注销公示时间由45天
缩短为20天，主动对办事企业进行简易注销宣
传推广。据了解，自今年2月推行简易注销登记
改革以来，截至目前咨询简易注销15次，为4家
企业成功办理简易注销，把群众“最多跑一次”
落到实处，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为企业退出市
场提供便利。

宜宾筠连县
疫情防控和早茶采摘“两手抓”

四川经济日报讯（张华 张必柱 杜云 张猜
记者 侯云春）春节假期刚过，宜宾市筠连县巡
司镇小乐瓦村的茶园里，茶芽吐绿。茶农郑明武
一有空闲就来到茶园里查看新芽长势，他家有
近 20亩茶园，如果做到应采尽采，一年能有 10
万余元的收入。

“现在的茶叶长势很好，很快就可以进行采
摘了，同时，我们茶农也做好了防疫工作。”据郑
明武介绍，眼下早茶进入大面积采摘期，在县镇
村三级的指导下，各家各户都在防疫方面提前
做好了准备，包括口罩、消毒液等物资的储备和
采摘人员的管控。茶农们做好采摘准备的同时，
茶叶生产企业也在为开园做准备。在位于巡司
镇的瑞鑫茶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师傅们
正在对机械设备进行最后一次的维修调试，为
即将到来的早茶生产做好准备。“为确保鲜叶应
采即产，公司今年对制茶设备进行升级扩能，并
逐步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升产品质
量的稳定性。”瑞鑫茶叶负责人刘定银表示，厂
区内所有的机械设备，已经全部检修完毕，制茶
师傅已经全部到岗，随时可以投入生产。

据悉，筠连县茶园面积超过 27万亩，早茶
开园面积超过18万亩，预计今年早茶鲜叶产量
可达1600万斤，鲜叶产值在5亿元左右。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朱丽娜 记者 苟邦
平）近日，记者从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春节期间，该局结合“春雷行动 2021”，坚持
疫情防控不松、监管力度不减，全面加强市场检
查，筑牢节日期间市场监管和疫情防控防线，保
障老百姓过了一个平安快乐的大年。

据了解，节日期间，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抓好“人物同防”，每天 5 个检查组下沉
辖区各点，强化冷链物流、农贸市场、餐饮等
重点领域监管。加大冷链食品监督检查力度，
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查验“三证一报告一信
息”，做好货品专区存放、专区销售和垃圾专
门处理。加大餐饮单位检查，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使用好“健康码”和“场所码”，
做好顾客扫码测温、登记消杀等工作。每日巡
查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加强售卖野生鱼、生禽
等行为的检查，督促做好扫码测温、环境清洁
和消杀。

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加大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安全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行为，督促行
业自律。加强了对峨眉山景区的监督检查，保障
游客安全舒心出游；以“春雷行动 2021·疫情防
控用药械质量安全”子行动为抓手，加强医用防
护口罩、消毒液、抗流感类药品等疫情相关物品
质量和价格监督检查，防止出现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等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行为。

节日期间，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时受理、依法处理节日期间
消费者通过“心连心”、12315 等渠道的各类投
诉举报，提高工作效率。据统计，春节期间该局
共受理涉及食品安全、消费价格、成品油计量等
方面的消费投诉17件，其中“心连心”投诉6件，
12315投诉11件。

春节大假，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检
查市场经营户 163户次，其中检查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109户次，旅游景区8个次，商超、农贸市
场等 61个次，检查电商平台、网络经营户 86户
次，责令整改31户次。全市市场秩序稳定，无重
大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发生。

农户出售黄果柑现场

丹棱廖店村：脱贫户算起了“幸福账”

峨眉山市：强化市场监管 护航百姓平安过年

石棉黄果柑上市4天销售5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