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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遗失公告

●陈希和（身份证号：510602197311193899）乡
村医生执业证书（编码：5106265037）遗失作废登报。

●德阳市罗江区调元镇百花村卫生站医疗机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登 记 号 ：PDY00014-
051062614D6002）遗失登报作废。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学生：马洋阳，2017级，会
计学专业，第三方就业协议遗失，特此登报声明。

●理县上孟小学《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35132220006384）遗失作废。

分立公告

眉山市鑫益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4027958269135，法定代表人：张华军）
经股东会决定将公司采取存续分立的形式进行分
立。分立前眉山市鑫益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3508万。分立后眉山市鑫益混凝土工程有限公
司依然存续，名称不变，注册资本为3400万元；分立
出的公司为眉山市鑫益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8万元，对分立前眉山市鑫益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日内，与本公司联系，要求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阳兴云
联系电话：17398899485
联系地址：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大林村

眉山市鑫益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公 告
德阳恒枫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局在查处范雪燕、杜小琼等 23人诉你单位拖欠工
资一案时，因你单位已停止运营，无法采用直接送达、留
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什人社监令字[2022]10 号）。指令如下：一、依法对范雪
燕、杜小琼等 23人的工资进行核实并全额支付。二、请你
单位在本指令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按下达的指令进行整
改和支付，并将整改情况、工资核算清单和支付凭证，以
书面形式报送我局劳动保障监察股（地址：什邡市蓥华山
路南段 51 号 1 号楼 2 楼 215 室，电话：0838-6730021）。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什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23日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记者 杨琦）近日，由
甘孜州农科所、四川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组
成的“院校州”合作——玉米专家团队对甘孜州
康定、道孚、炉霍等7个青贮玉米种植示范点进行
了实地考察测产，了解掌握玉米在甘孜州高海拔
区域内的整体适应性，为今后的种植推广和生产
技术指导提供数据支持。据悉，今年甘孜州青贮
玉米种植面积在万亩以上，此次测产中，得到了
鲜重亩产达7227.03公斤的喜人数据。

为准确掌握测产青贮玉米的产量，专家团
队在测产过程中严格按照青贮玉米测产的方
法、程序，科学选点。通过现场测产，新龙县和平
乡种植的青贮玉米产量最高，有3个地块的青贮

玉米鲜重亩产均超过5000公斤，其中品种“铁研
53”密度 7467 株/亩，鲜重亩产达到 7227.03 公
斤。专家团队通过分析研究得知，该地的玉米做
到了精量播种，密度得到保证，每亩都在7000株
左右；同时采用节水滴灌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受
今年高温干旱影响较小，生物产量高。

据甘孜州农科所玉米课题组负责人肖启银
介绍，今年，在甘孜州种植的青贮玉米有10余个
品种，通过此次考察测产发现，“铁研 53”“中玉
335”“阿单 15”品种都有不错的产量；“阿单 9
号”和“利合 228”品种虽然生育期太短，生物产
量较低，但在新龙县的环境下籽粒基本能自然
成熟，作为青贮饲料的营养价值高。

“今年甘孜州青贮玉米种植面积在万亩以
上，其中新龙县玉米百亩示范区标准化建设项
目，由于采取良种良法配套、化肥农药减量、全
程机械化作业、节水滴灌等技术，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最高亩产突破7000公斤。对全州青贮玉米
标准化种植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推动全
州玉米青贮饲料产业化发展。”肖启银表示。

据悉，牦牛产业是甘孜州藏族同胞赖以生
存的基业，也是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
但冬春饲料匮乏和营养价值不高是制约全州牦
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青贮饲料能长
期保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运输方便，是世界
公认的优质饲料。而玉米因其生物产量高、营养

价值好的优势成为青贮饲料的最佳原料。
“在甘孜州适度发展以玉米整株为原料的

青贮饲料产业，是解决全州牲畜冬春饲料匮乏
的可靠途径，能有效促进全州牦牛产业可持续
发展，带动农牧民增产增收。”甘孜州农科所副
所长刘军表示。

为实现牦牛养殖大州向产业强州转变，甘
孜州提出建设牦牛产业集群，其中饲草基地的
建设是牦牛产业发展的必要前端，才能解决牦
牛冬春季“吃”的问题。到2024年，甘孜州计划年
出栏牦牛 39.8 万头，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90.65亿元，带动农牧户20000户以上，户均年增
收10000元以上。

自贡自流井区
持续发力为市场主体纾困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尚永高 记者
陈家明 陈思燕）“经营状况怎么样？有没
有需要我们帮助的？”9 月 21 日，自贡市
自流井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对辖区
部分企业进行走访时，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问题，及时提出解
决思路和措施，指导企业提质增效。今年
以来，该区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为市
场主体纾困解难，不断推进市场监管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以
赴拼经济搞建设。

据悉，为切实做好为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自流井区市场监管局主动对接市
场主体需求，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归纳收
集各类诉求，分类梳理企业在营商环境
建设、质量和品牌发展、产权保护、技术
创新、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
题。

此外，该局积极向市场主体宣讲解读
省、市出台的系列助企纾困政策，帮助市
场主体掌握和运用惠企政策，增强市场主
体对政策的知晓度。为市场主体提供“一
站式”优质服务，围绕着“进一扇门、查多
项事、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目标，建立健
全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
完善“一单两库”，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主体
制度性成本，帮助市场主体全身心投入生
产经营。

广元旺苍县
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旺融 记者 侯东）
9月 23日上午，在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凤凰梁
社区便民核酸采样点，前来采集核酸的市民们
均保持着间隔一米的距离，有序排队进行核酸
检测。“真没想到，从家里出来，不到 10分钟走
到了检测点，并且很快就检测完了。”社区居民
唐华说，现在社区便民点就能做核酸检测，太方
便了。

据悉，旺苍县积极推进常态化核酸采样点
布局工作，着力构建 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为广
大居民“应采尽采”“愿采尽采”提供便利。目前，
旺苍县共设置常态化核酸采样点50个，其中便
民核酸采样点 7个，流动采样车 1辆，具备核酸
检测资质的医疗机构 5家，日核酸检测能力达
2.3万管，核酸检测能力不断提高。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旺苍县严
格落实省市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持续抓好人
员排查管控、核酸采样检测、重点场所和重点环
节的监管、应急能力提升等常态化防控工作，定
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防线。

广安法院
集中宣判6起拒执犯罪案件

四川经济日报广安讯 （唐欢 记者 何金
委）近日，按照“掀起‘秋日风暴’、集中打击拒执
犯罪”专项活动部署，广安法院集中宣判了6起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

据了解，此次“集中打击拒执犯罪宣判”活
动，邻水县法院依法判决5起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案件，武胜县法院依法判决 1起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案件，6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刑
罚。有力震慑了拒执犯罪，彰显了人民法院对失
信逃避、拒执犯罪的打击强度和决心，增强了公
众守法和诚信意识，切实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执行获得感。

截至目前，广安法院判决的 6起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案件，移送公安侦查拒执罪12人，
冻结被执行人银行存款1.2亿元，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712人，执结案件1773件，执行到位金
额2.4亿元。

金秋九月，告别极端高温天气，为弥补大春
粮食受旱损失，内江市隆昌市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主抓再生稻、突出秋洋芋、
发展秋玉米、扩大秋红苕、开发秋大豆、多种秋
蔬菜”的总体思路，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农业生产”，力争在弥补旱情损失的基础上多
增产，稳住农业“压舱石”。

抢管！再生稻丰收在望

眼下正值再生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9月
21日，记者走进隆昌市云顶镇，成片的再生稻长
势喜人，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稻浪翻滚，绿海涛
涛。

“老卓，你的再生稻长势很不错，预计半个
月就能够丰收。”稻田边，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粮
油股副股长肖鹏飞正与方田村 8组村民卓超明
交谈，两人仔细翻看稻穗，了解再生稻长势。

卓超明今年种了9亩稻谷，看着眼前饱满低
垂的稻穗，他难掩喜色地说：“今年天干，中稻每
亩收成有 600多公斤，再生稻预计能达到 180公
斤，有这样的收成我很满意。”

隆昌地处川南，由于温光资源较好，属于再
生稻栽种适宜区，有蓄留再生稻的种植历史，经
过 11年试验示范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再生稻蓄
留技术日趋成熟，常年蓄留面积26万亩以上。

据悉，隆昌市水稻常年种植面积 33.57 万
亩，每年8月为主要收割期。今年气温高，有利于
再生稻出芽，再生稻出芽面积达到了 28.53 万
亩。但受高温热害和干旱影响，今年有收面积受

到一定影响，预计有收面积在27万亩左右。

抢种！田野孕育希望

“今年打算种40亩，这两天晚上下雨白天晴
朗，天公作美土壤不干不湿，适合下种……”9月
21日下午，在隆昌市胡家镇双龙村，一台一体化
播种机亮相，益禾粮油作物种植家庭农场的何
才芬夫妻俩有了机器的帮助，秋洋芋种植的开
沟、起垄、施肥、播种一气呵成，一个小时便种完
了一亩地。

“以前种一亩，需要七八个劳动力，现在有
专业的播种机帮助我们，既省时省力又节约了
成本。”何才芬感慨地说。

同一时间，20公里外的古湖街道贺家湾村

的村民莫远容、任学芬等农户正在忙着切洋芋
种。“洋芋是从凹凸不平的地方发芽，切种的时
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切到凹槽处。”隆昌市选派业
务骨干、技术人员 50余人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开
展晚秋生产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从切种讲到
浸种消毒，详细传授技术要点。

“大春损失晚秋补。”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粮油
股股长魏林介绍，隆昌应对旱情、疫情“两重天”
困境，积极争取到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
资金 793万元，制定了《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
产救灾资金实施方案》，同时做好了晚秋生产所
需种子、种苗、化肥、农药等物资的储备，确保晚
秋生产不误农时。目前，已累计发放油菜种子4.5
吨、秋洋芋种200吨、有机水溶肥600余吨。
林巧 郑绍羽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燕 李弘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
讯（张敏 记者 张宇 文/
图）喜看稻菽千重浪，金秋
九月，绵阳市安州区 34.4
万亩水稻迎来丰收季。9月
22日，记者走进绵阳市安
州区秀水镇，只见稻浪随
风摇曳，收割机穿梭田间，
农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大力
收割。

近年来，安州区加强
农产品质量监管，通过提
高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
械和新型先进机具补贴标
准，推广水稻机械化育秧、
机插秧测深施肥等技术，
带动农户机械化耕作。目
前，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
已达 43万千瓦，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3%，高于全省平均 18 个
百分点。

德阳高新区
满格状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近
日，记者在德阳高新区水系综合整治建设
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干劲十足，叉车转
运发出机械的轰鸣声，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为抢抓有利天气，确保项目严格按照时间
节点有序进行，施工单位按照规划和设计
标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积极组织施工，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据介绍，德阳高新区水系综合整治项
目是省重点独立考核项目，项目总投资
21.5亿元，于 2018年 12月开工建设。项目
以建设一湖、二湿地、四河为核心，包括新
建青白江、马牧河及蒋家河生态堤防33千
米，新建取水口3座、拦河闸2座，建设生态
配套工程以及环湖景观等。该项目完工后，
水面面积将达到 2.6平方公里，蓄水量 680
万立方米，将保证下游 5万亩农田灌溉能
力，提高区域防洪能力，枯水期还可以向下
游有效补水。

在抢抓工期的同时，施工单位还坚
持疫情防控不放松。为保证项目安全顺
利施工，施工单位严格落细落实各项防
疫措施。

目前，德阳高新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集
中力量打好“拼经济、搞建设”攻坚战，在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德阳高
新区力量。

德阳
召开跨境电商出口退税座谈会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刘蓉）近日，
德阳跨境电商B2B出口海外仓模式（海关监管
代码：9810）出口退税座谈会在德阳市商务局召
开。德阳市商务局、德阳市税务局、德阳海关、德
阳跨境电商公服平台及蔚宇电气、阿斯牛牛等
9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德阳跨境电商公服平台对 9810 业务基础
知识进行了讲解，蔚宇电器分享了9810模式通
关退税业务开展情况及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德阳海关、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从监管层面对
跨境电商政策进行了解读。

座谈会上，与会企业还就跨境电商9810模
式相关情况展开讨论，并对跨境电商9810模式
操作流程、通关和出口退税等政策创新进行深
入研讨。

据了解，下一步，德阳市商务局将联合海
关、税务等部门，推动制定德阳综试区公共服务
平台“一站式”通关方案，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实
现跨境电商9810模式便利化通关。

甘孜州：青贮玉米丰收助力牦牛产业发展

内江隆昌市：抢管抢种 守护“粮袋子”

绵阳安州区：机械化生产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丰收场景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恒济系不良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转让方式：批量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交易对象资格和条件：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诉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责任人员、
上述债权的债务人及抵押人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如有购买意
向，请在有效期内提交纸质函件进
行报名。如有疑问，可在有效期内

向我行征询。
竞价时间：2022年9月26日起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杨浩宇
联系电话：
0838-6906523 18383856529
通讯地址：
四川省绵竹市回澜街148号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序
号 户名

恒济系（绵竹市恒济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税
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1

截至 2022 年 08 月 31
日累计利息及罚息（元）

15,224,724.01

截至 2022 年 08 月
31日剩余本金（元）

7,097,884.58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五级分类

可疑

借款人所在地

四川绵竹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恒济系不良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08月31日（交易基准日），累计债权
总额22,322,608.59元，其中本金15,224,724.01元，贷款利息及罚息7,097,884.58元，担保方式抵押、保证。该笔
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