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达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8年 11月 7日上午 11时在达州市通川区荷

叶街 57号中华大厦 4楼拍卖厅拍卖通川区西外镇马房坝天恒
花园E2幢负 1层 1号，建筑面积约 364.3㎡，参考价 127.5万元，
竞买保证金20万元（标的设有保留价）。

上述标的以主体结构现状拍卖（不含装潢设施），特别提
示：资产出让方已收租金不清退；办理产权过户产生的税、费由
买受人全额承担。标的物即日起展示于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
自行审鉴并查阅相关资料，报名时持有效证件及相应的竞买保
证金（不计息）办理竞买手续。

详情咨询：028-87539168 19983045877
报名时间及地点：2018年11月7日前在达州市通川区荷叶

街57号中华大厦4楼报名。
四川达通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7
编辑 唐恩龙 美编 刘盼 校对 胡玉萍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民生·公告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告
公 信息

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近年来，在“互联网+”环境下，“翻转课堂”“智
慧课堂”等新兴教学观念和形式的出现，在教育领域
掀起革新浪潮，传统教育观念也受到不小冲击。这让
我们明白，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只有主动去学
习探索信息技术，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不断实践，教
育教学才会与时俱进，培养的学生也才能更加符合
时代的需求。

如何将信息技术融于课堂教学？我认为，在日
常教学中，“师徒结对”是“互联网+”环境下教师自主
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一般来说，现在有许多教师对
信息技术融于课堂教学还感到茫然。幸运的是，在我
校老师进行自主学习探索时，身边就有一位信息技
术过硬又品德高尚的人——本校的信息技术管理
员老师。在同事心目中，他的信息技术能力如同信息
技术本身一样，随时都在更新。更重要的是，他绝不
只顾自己走得坚定执着，而总是希望带领更多的人
与他同行，并乐意帮助随行的人走得更高更远。我们
诚恳地拜他为师，向他学习，请他指教，跟他实践，与
他探讨交流。我认为，这种师徒结对探索信息技术融
于课堂教学的方式，是教师自主专业成长一条快速
又有效的途径。

一、师徒结对成长的现场性，实现了自主专业
成长的及时有效。

师徒结对成长的方式，师父随时都在徒弟身
边。徒弟有问题就可以向师父请教，师父也可以根据
徒弟的情况进行及时指导。比如，我们总是想把每一
堂课都上得新颖独特，而这课堂从设计到教学再到
反思的过程就是一个个学习现场。我们会根据设计
需要，随时向师父请教信息技术、教学新理念等问
题。师父除了直接教我技术外，也会根据他的积累给
我其他建议。这样的课堂教学实践，最有实效。

二、信息技术运用的时代性，引发了传统教学
的快速更新成长。

一是教育教学观念的迅速更新。过去我一直都
觉得，一支粉笔就能“走天下”，并固执地认为，信息技
术以及“翻转”课堂主要适合的是理科教学。直到在师
父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几堂语文课的设计和教学之
后，突然发现掌握了信息技术，可以完全避免传统课
堂单向式知识灌输式教学的弊病。互动探究式学习、
发现生成式学习，让学生更喜欢，教学更有效。

二是教学方法手段的迅速更新。在师父的帮助
下，相较原来的传统课堂，我们现在的课堂运用了许
多以前根本想不到的方法和手段。比如常态地在课
堂中使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希沃授课助手PPT播放
功能；在教学中运用了及时反馈手段——希沃授课
助手拍照上传功能、“题卡扫描阅卷王”“师之友阅卷

软件系统”等；引进了思维导图知识梳理工具；使用
了讯飞输入法语音输入系统——新兴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的运用，既让课堂教学精彩纷呈，又能及时把
握学生全面的学习状况，实现“以学定教”的教学新
局面，让教与学更加高效。

三是课堂教学模式的迅速更新。在师父的影响
下，新观念迅速引领我们的课堂教学。传统的课堂模
式迅速由原来的单向预设式更新为灵活生成式，僵
化低效课堂转变成为创新高效课堂。

三、成长实践的有效性，促成了自主专业成长
的持续推进。

因为师父的现场指导，信息技术运用与课堂教
学实践非常有效。对于个人来说，时常都能体会到成
功的喜悦，同时又时常会产生新的需求。这样，我们
的学习探索就像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样，永不止步。又
因为我们的课堂运用信息技术取得了高效，从而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跟进，让越来越多的人自觉
进入到自主专业成长的队伍中来了。我们也因此又
间接变成了别人的师父。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事实证明，在“互
联网+”环境下，除了独立学习外，“师徒结对”式的结
伴学习、交流分享，我们努力为之的自主专业成长才
会更加高效。 （作者单位：德阳市第八中学校）

四川经济日报讯 10月 25日—26日，由四川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产业工会举办、四川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工会承办的第五届“经信环测杯”
乒乓球比赛、羽毛球比赛在该校举行。

25日，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再现了在乒
乓球项目上的雄厚实力，包揽了多个比赛项目的冠军。

本次乒乓球比赛共有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机关、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等10支

代表队，参赛队员达65名。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
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五个项目，
分别决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26日，来自省经信委机关及省机械研究设计
院、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家直属单位的
7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羽毛球比赛。在比赛中，运
动员们捉对厮杀，顽强拼搏，赛场上不时传来一
阵阵掌声。在团结友爱、文明争先氛围中，赛出了

风格，赛出了水平，充分展现了经信委系统职工
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紧张而激
烈的角逐，分别决出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
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五个项目的前三名。

本次“经信环测杯”乒乓球、羽毛球比赛不仅
丰富了委属各单位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增进委属
单位之间友谊，也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向心力
和凝聚力。 （闫伟 张娟）

四川经济日报讯（黄桂芝 记者 钟正有）为切
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一步提升大学生
就业质量,更好地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双向
选择平台,10月 24日，由德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与绵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天
一学院承办的四川天一学院 2019届毕业生大型
双选会在天一学院感恩广场举行。

上午 10点，双选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天一
学院工商、护理、会计、电子商务等 24 个专业的
4600 余名 2019 届毕业生参加了双选会。毕业生
们手持简历，穿梭在求职大军中，细心阅读用人

单位简介，并不时向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询问招聘
的岗位和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面
对众多求职者，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前来
咨询的毕业生介绍岗位情况、企业情况及企业未
来发展前景，希望能留住优秀的人才，为企业注
入新鲜血液。

此次招聘会是绵竹市人社局促进大学生
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办好此次双选会，该
市人社局积极与校方沟通协调，商谈招聘活
动事宜，并主动与各用工企业对接，对有用工
需求的企业进行系统的梳理、筛查，掌握企业

用工的动态变化，最终挑选了 150 余家用人单
位和企业，提供各类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
5600 个。

经统计，此次双选会共有2400余名高校毕业
生与用工企业签订了意向性协议。双选会的举办
既为毕业生创造了一个宽松、平等、公开的求职
环境，又为用人单位挑选优秀毕业生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平台，进一步纵深拓展了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渠道，加强了与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
的对接，对该市高校毕业生实现便捷、精准、高效
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川经济日报讯（刘鑫 记者 肖萍 文/
图）10月 27日上午，2018德阳经开区全民健
身运动会开幕式在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德阳市委常委、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罗
文全，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许
双全出席并致辞。开幕式后，罗文全为首场
篮球比赛开球。

开幕式上，许双全在致辞中表示，此次
运动会是全面展示德阳经开区体育事业的
重要舞台，也是集中反映经开区人精神风貌
的重要窗口。希望参赛运动员把“更高、更
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中，弘扬“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团
结拼搏、改革创新”的经开区精神，为倾力建

设“千亿产业，科技新城，绿色园区”注入新
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激励全区上下团结拼
搏、敢于争先，早日建成千亿产业新城，为德
阳打造“四张新名片”、加快建设全省经济副
中心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共有来自辖区各重点企业、学校、医院、
机关、街道等 35 支队伍 1200 余名运动员参
加运动会。运动会设置竞技类、群众体育类、
趣味运动类三种比赛，包含足球、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50米迎面接力、拔河、跳长绳、智
慧传递、毛毛虫竞走、众星捧月、袋鼠运西瓜
等11个比赛项目。运动员将在接下来的三个
周末进行比拼，展示经开区儿女拼搏进取的
风采，增强辖区各企业、单位的沟通和交流。

对“师徒结对”探索信息技术融于课堂教学方式的体会
□ 张扬蓉

第五届“经信环测杯”乒乓球羽毛球赛在四川工商职院举行

绵竹市人社局当“红娘”促进校企“联姻”
德阳经开区举行全民健身运动会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杨晓川 记者 杨
波 侯云春）10月27日，宜宾市翠屏区第四届
运动会正式开幕。

运动会以“全民健身促健康，携手迈进
新征程”为主题，以四川省十三届运动会的
成功举办为契机，充分展示翠屏区全民健身
运动蓬勃开展的新局面和翠屏人民团结协
作、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共计 23个街道和
镇代表团2200余人参赛，使运动会真正成为

“群众的节日，体育的盛会”。
前期赛事项目于 10 月 10 日开赛，将于

11月15日闭幕，历时35天。共设10个集体项

目：足球（8人制）、篮球、气排球、乒乓球、门
球、武术、羽毛球、田径（12×100米迎面接力
和 4×400 米接力）、工间操（第九套广播体
操）、钓鱼，将产生奖牌27枚、总分790分。

翠屏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运动
会是四年一届的体育盛会，更是在翠屏区区
划调整后的首个综合性运动会，是翠屏区积
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持续加力推进“六个
先行区”建设，全面开启翠屏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奋力推动新时代翠屏超常规、高质量
发展，勇当宜宾市加快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
排头兵的重要载体。

遗失公告
●罗江金典木业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106245001943）遗失作废，财务章（编码：
5106240001133）遗失作废，法定代表人柳成
军名章（编码：5106240001134）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意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5111005002414）遗失作废。

●峨眉山市胜利镇名山路东段53号53
幢 1单元 6楼 601号叶彤琳《房产证》（产权
证号：0075835）遗失作废。

●犍为县黑娃烧烤店（经营者：罗伟旗）
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123MA692EDN69）遗失作废。

●犍为县欧缔神美容院（经营者：杜惠
芳）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注 册 号 ：
511123600073697）遗失作废。

●犍为县黄远友糕点坊（经营者：黄远
友）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11123MA6751DA9A）遗失作废。

●什邡市方亭港派服饰店（经营者：张
振宇）个体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682MA63Y4E57D）遗失作废。

●汉源县康人和商店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513124600097593）遗失作废。

●资中县甘敏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1025640186114）遗失作废。

●武胜县沿口万星汽车玻璃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1622600297505）
遗失作废。

●江安县江安镇五号公馆音乐会所营
业执照副本（2016年10月10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1523MA62A9E409）遗失
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弥果屋水果经营部（经
营者：罗敏）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6年
11月 15日核发，注册号：513101600344430）
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弥果屋水果经营部（经
营者：罗敏）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51010419801214410601）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后花园超市（经营者：
杨正珍）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6月
30 日 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802MA64YALLXU）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陈志琼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2014 年 7 月 10 日核发，注册号：
513101600106721）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徐利个体营业执照副
本（2014 年 4 月 29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
513101600114605）遗失作废。

●眉山市同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道路
运输证》正、副本（证号：川交运管眉字第
0073159号）遗失作废。

●东坡区三三东方水疗保健院（经营
者：胥斌）个体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1402MA684QJ330）遗失作废。

●东坡区天地和休闲会所（经营者：胥
斌）个体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402MA666BPL7N）遗失作废。

●绵阳市斯普润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肖文，建筑电工：川 B012014000508；史
正江建筑电工：川 B012014000507；赖小华
（建筑架子工：川B022014000528；以上人员
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正本不慎遗失，特此登报
声明。

●本人韩佰松不慎遗失成都中南锦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宅 9-2-501的房款
收据，收据号（180131591、180131592）金额
（200000 元，514977.2 元）交款日期：2018 年
7月27日，特此声明作废。

●峨眉山市胖胖泡椒兔餐馆,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1181600536717）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市伊顿家居经营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1181600489618）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刘丹奇位于邻水县鼎屏镇建新路 6
号蚕桑楼 1单元 2楼 2号的房屋产权证［证
号：权0000756］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邻优国用（2002）字第 18741059 号］遗失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泸州北大荒金土地商贸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5100174320，票
号：00601482，声明作废。

●都江堰市金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税

务登记证(川地税蓉字 510181686314994)副
本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城市管理局领取的四川省
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一式三联两份票号
1494677035、1494677103)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

本由原 115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50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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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宜宾悦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清算公告
四川美怡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824MA6256PL4E）经股
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由张婷婷、钟小钰、陈明书三人组成。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陈明书
联系电话：13980166007
特此公告

四川美怡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宜宾县绍祥植保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511521MA62A0L08U）成员大
会决议解散专业合作社，并成立了清算组，
清算组负责人为查绍祥，清算组成员为：查
绍祥、夏天群、蒋仁斌。请本社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电话：13002888010
地址：宜宾市翠屏区永兴镇农贸路1幢

1层1号
特此公告

宜宾县绍祥植保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0月31日

经本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股东会决
定申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
邓思国、商绍秀、杨小英，清算组负责人为邓
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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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安县广福农贸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经本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股东会决

定申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
夏菁、袁林，清算组负责人为夏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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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坝州阳光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决定解散，并依法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
员为王明阳、王庆丰，清算组负责人为王明
阳。请本合作社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特此公告
夹江县飞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10月31日
犍为山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召开

股东会，决定解散本公司，并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2018年 10月 26日已向犍为县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公司清算组成员备
案登记。在本公司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犍为山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邻水县西能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623MA625LW59K）于2018年
10月 25日经股东会决议申请注销。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请本公司债权人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责任自
负。

特此公告
邻水县西能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邻水县瀚博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16233378581767）于 2018
年 10月 30日经股东会决议申请注销。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请本公司债权

人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责任
自负。

特此公告
邻水县瀚博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经公司 2018 年 10 月 30 日股东会议决

定解散。请与之有关的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司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阆中市领头羊种羊繁育场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经本公司 2018 年 10 月 29 日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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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远世达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仁寿县鸿炀车

业有限公司。请与本公司有关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债权，逾期
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仁寿县鸿炀车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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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悦欣水产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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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源泉医药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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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农夫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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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永丰种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经本合作社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合作社相关债
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
负。

特此公告
眉山市东坡区红太阳林木专业合作社

2018年10月31日
经本合作社研究决定申请注销。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请本合作社相关债权、
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丹棱县唐沟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10月31日
四川新东誉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4005864658407）2018 年 10 月
24 日股东会决定注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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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四川新东誉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成都暖家青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DG7196D）于
2018年 11月 01日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见报45日内到公司
清算组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九维浩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700MA6243YF95）决定依
法解散，现进行资产清算，敬告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与清算组联系申报债
权债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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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富翁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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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鼎盛达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宜宾市翠屏区掀全民健身热潮

比赛现场

教育论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