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委托，我公司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拍卖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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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AL6B37广汽本田雅阁小轿车1辆，参考价7.236万元，保
证金：1万元，存放地：成都市。2、旧机动车8辆(大众牌小型轿车4辆、江铃全顺牌
轻型厢式货车2辆、五十铃牌中型厢式货车2辆)。整体拍卖参考价：27.05万元。保
证金5万元。存放地：四川省自贡市。3、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257号职工宿舍5
楼住宅（现建设北路二段65号），建筑面积：100.73m2。参考价：29.1万元，保证金：
3.5万元。4、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津溪路39号第2层左住宅，建筑面积：88.08m2。
参考价：17.05万元，保证金：2万元。5、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津溪路39号第3层左
住宅，建筑面积：88.08m2。参考价：17.05万元，保证金：2万元。6、泸州市古蔺县古
蔺镇迎宾路168号碧水兰庭负2层4个车位（按每个车位拍卖），建筑面积：24.75-
48.1m2/个，参考价：4.73—7.31万元/个，保证金：1万元/个。

二、拍卖时间：标的1：2021年10月27日10:00时；标的2-6：2021年10月29
日10: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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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应于拍卖前一日17:00时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
金交至指定账户，于拍卖前一日17:00前在中拍平台上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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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86699706、标的1：13699421156；标的2-6：13980846152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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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川投峨铁”）拟依法对峨眉山市川铁汽车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称“汽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由川投峨
铁吸收合并汽运公司,汽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
务和员工由川投峨铁承继。本次合并前，四川川投峨
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8507.72万元，峨眉山市川铁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万元。本次合并完成后川投
峨铁存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8507.72万元，汽运公
司注销。本事项已经川投峨铁董事会及汽运公司股东
审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各公司债权人自收到吸收合并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收到吸收合并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各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
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川投峨铁仍将按照相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按
时偿还债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峨眉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峨眉山市川铁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新兴产业示范大厦二期商业配套招商公告
新兴产业示范大厦二期（青羊总部经济基地二

期）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六路388号，总建筑面积
约 35万㎡。其中商业部分总建筑面积为 27647.46㎡，
可租赁配套商业为：

1栋1层4~8号，2层1~4号：3640.26㎡；
2栋1层1~5号，2层1~4号：5751.17㎡；
3栋1层1-4号、6-7号、2层1~5号：3289.02㎡；
4栋1层1~8号、2层1、3号：1691.31㎡；
6栋1层1~19、20~26号，2层2~15号：7807.78㎡。
总计招租建筑面积22179.54㎡。
为提升园区品质，诚邀业态包括但不限于零售、

金融智能、餐饮及生活配套等品牌入驻，请各商家踊
跃报名。

联系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 266 号
联咨询电话：028-87365888
联系人：李秋岚

成都市青羊欣创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广安中心支公司领保险许可证刊登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安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7511600
许可证流水号：00084424
业务范围：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授权决定。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26日
机构住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建安北路369号201
邮政编码：638500
联系电话：0826-2723012
发证日期：2021年08月02日
发证机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安监

管分局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总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编制形成《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
体规划(2021~202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公众意见。

一、相关信息已在网站上发布（详见网址：http://www.rongchang.gov.
cn/zwxx/tzgg/202110/t20211008_9782538.html），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
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所涉及的周围群众个人或团体。
三、本次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为10个工作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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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向规划单位提出意见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
有效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常住地址方式。我单位承诺不会将个人资料
用于环评公众参与之外用途（注：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环评公参内容。），感谢您的参与！

规划单位：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康洪，联系电话：
023-81060817；评价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梁工，023-
89136230；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叶工，023-67826599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10月

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
2025 年)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公 示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天府新区分公司 2021 年第一批次引商入店（柜）类项目比选公告
本项目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天府新区分公

司比选采购，采购人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天府
新区分公司，采购代理机构为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资
金由采购人自筹，并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进行公
开比选，具有提供标的服务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均可前来应答。

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天府新区分公司2021

年第一批次引商入店（柜）类项目
1.2项目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为本市（区、县）营业厅引商

入店（引商入柜）
1.3标包划分：共32个标包
标包1：文明营业厅
标包2：华阳营业厅
标包3：大连北路营业厅
标包4：华阳大道营业厅
标包5：新驿南街营业厅
标包6：天府逸家二期营业厅
标包7：世纪锦城营业厅
标包8：西安路满座营业厅
标包9：海洋公园营业厅
标包10：柏合营业厅
标包11：北泉路营业厅
标包12：科教街营业厅

标包13：万科第五城营业厅
标包14：正兴营业厅
标包15：海滨城营业厅
标包16：永安营业厅
标包17：公兴营业厅
标包18：府河营业厅
标包19：黄甲营业厅
标包20：大林营业厅
标包21：煎茶营业厅
标包22：棠湖东路营业厅
标包23：兴龙营业厅
标包24：永兴营业厅
标包25：洪河营业厅
标包26：建材路营业厅
标包27：籍田营业厅
标包28：美凯龙营业厅
标包29：戛纳湾营业厅
标包30：金桥营业厅
标包31: 黄龙溪营业厅
标包32：胜利营业厅
各标包详细情况详见比选文件内容。
1.4服务范围：四川省成都市；
1.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1.6 中选人数量：每个标包各1名；
1.7资金来自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天府新区

分公司，出资比例为100%，资金已落实。
二、资格要求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比选文件的规

定对应答人进行资格审查，应答人资格要求如下：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登记注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允许个体工商户参与应答；
2.应答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两证齐全(公司性质必须

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覆盖零售/销售/服
务或通讯（通信/电信）器材（设备/产品/配件）或移动业务代理
服务范围。对于已按商事登记改革要求更换新版营业执照的，
应提供商事主体信息最新查询结果（显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
等信息）的截图；对于已完成“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须
提供合法的已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

3.应答人须满足：目前在天府新区移动公司通信业务合
作，或目前四川省范围内两个或以上市（州）移动公司通信业
务合作。并提供合作协议/合同等证明文件；

4.应答人需在四川省成都市下属各区县设立有本地化服
务机构（包括分公司或办事处）(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目前
尚未设立本地化服务机构，则须承诺，若中选将在接到中选通
知起15日内在对应中选区域的区县一级设立正式的技术服务

机构，并在20日内向当地移动公司提供服务机构地址、人员名
单等证明材料（须提供相应承诺书）；

5.经集团打标评估经营亏损门店原商家无继续经营资格；
6.违规渠道无参与资格，渠道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渠道网点出于个人利益，违背公司有关规定，做出危

害客户及公司利益，影响公司信誉和形象的违规经营行为
（如：养卡套利、违规系统操作、终端电子券、不知情投诉、盗用
公司电费等）。

（2）渠道网点因业务知识不熟或工作失误等原因，而做出
的违背公司有关业务规定的违规行为（如：违规操作营销活
动、升级投诉、业务做假等）；

7.应答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应答资格被取消，财产被
接管、冻结，破产状态；保证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选或成
交和严重违约及重大项目质量、安全问题；

8.应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比选应答；

9.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应答。
三、获取比选文件
3.1本项目实行发售电子版比选文件，不再出售纸质比

选文件。比选文件售卖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
10月19日，每日9时00分到17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
凡有意参与的潜在参选人，请通过“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

台”（网址：https://www.chengezhao.com/）完成本项目的付
款。

注册：输入网址，点击【新用户注册】（注册步骤详见门户
网站：【投标人操作指南】-【注册指引】）。登录账号后点击【常
用文件】，下载《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

标书费付款：注册成功后登录平台，点击【商机发现】，检
索本项目并直接支付（无需上传任何材料）；疑问反馈：具体操
作若有疑问，可致电客服热线：020-89524219。服务时间8:
30-17:30（工作日）。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缴费成功后，进
行比选文件下载。

“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chengez
hao.com/）为本项目标书费支付的唯一渠道，其他平台的标书
费支付均属无效。

3.2 比选文件的购买，比选文件每标包每套售价人民币贰
佰元（￥200元）整，售后不退。

四、应答文件的递交
4.1 纸质应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应答截止时间，下同）

为：2021年10月26日10时00分；递交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
流区麓山大道二段26号天府新区移动分公司6号楼410会议
室；本次应答将于上述应答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
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授权代理人应准时参加。

4.2未按要求密封、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纸质
应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仅在《四川经济日报》和天府新区移动微信

公众号上发布，比选公告将明确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发售比
选文件的日期和地点、应答、开启应答等事宜。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麓山大道二段26号
联系人：张偲
联系电话：13982074334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9号罗

浮广场心机城10楼1008室
邮编：610041
报名联系人：谢赫
联系电话：13541134251
电子邮箱：13541134251@139.com
七、免责声明
本次项目采购信息发布的官方媒介为：《四川经济日报》

和天府新区移动微信公众号。除上述外，我公司不在其他任
何网站、论坛等媒介上发布任何采购信息，其他任何媒介上
转载的、以我公司为采购主体的采购信息均为非法转载，均
为无效。

采购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天府新区分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 普 罗 旺 斯 ”小 区 物 业 服 务 招 标 公 告
按照《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及《普罗旺斯物业服务企业选

聘方案》和小区三个文本相关规定，充分体现小区业主自治，金牛区普罗旺斯第一届业主委
员会决定委托成都惠畅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对“普罗旺斯”项目物业招标采取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普罗旺斯”小区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蜀跃路6号，物业类型为住宅、商业。总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51935.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411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9863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73954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4979平方米，非机动车库建筑面积
302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62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253平方米。其中，停车面积11290
平方米，设备用房面积434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2129平方米；总绿地面积19976平方米；本
项目居住户数442户，容积率1.54，建筑密度31.1%，绿地率38.2%；规划建设机动停车位
476个；其中地面96个，地下380个；非机动车位96个。注：最终数据以总平面图或签订物业
合同为准。建筑区划主要设施设备配置情况（自行考察）。

二、项目招标人：金牛区普罗旺斯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招标代理机构：成都惠畅招投标代
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方女士，电话：13540108773。

三、投标单位资格要求：（一）在中国境内注册8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物业管
理企业且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万；（二）在成都物业行业有良好的信用评分，在最近三年内，未
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被成都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
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公室列为信用警示对象，2019年度在成都市房地产信用信息平台上信
用记分不低于100分（含100分）；（三）具有履行合同成熟的管理经验和足够的管理规模，参
与投标企业管理规模需达到300万平方米住宅管理面积；（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
录；（五）应聘企业禁止挂靠，签订合同的公司代表必须是公司工商备案的法人代表或其授权
代理人;（六）在成都市内有1家以上业委会项目接管时间满一年以上经验。

四、报名时间、地点及报名资料：报名时间：2021年10月18日-2021年10月19日上午
10：00-11：30，下午14：00-16：30（节假日除外）到成都市成华区云顶山路501号报名。

五、报名需提供以下资料：1、经办人员单位介绍信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2、经办
人员身份证（验原件，收加盖投标公司鲜章复印件）；3、营业执照正副本（验原件，收加盖投标
公司鲜章复印件）；以及本公告第三条资格要求的所有资料。

六、领取招标文件：只有报名合格的企业才能领取招标文件，报名合格的投标企业需持
经办人员单位介绍信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前往成都市成华
区云顶山路501号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发放时间为2021年10月20日-2021年10月
21日上午10：00-11：30，下午14：00-16：30，每套招标文件工本费300元人民币（中标与否
均不退还）；符合资格要求的投标单位须缴纳投标保证金30000元人民币（大写：叁万元整），
（未中标企业在开标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中标后放弃签约的不予退还）。

金牛区普罗旺斯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2021年10月15日

遗失公告

●罗春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营运
证号码：川交运管许可
（眉）字 511402020913 号
遗失作废。

●孙红燕遗失就业
失 业 登 记 证 ，证 号 ：
5117240020018109，声明
作废。

●父亲黄烈俊、母
亲赵红霞遗失黄佳洋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L51073293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省宏伟强民劳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1402MA
64H6R37F）经研究决定，

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原2000万元人民币减
少为2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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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宏伟强民劳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强
文/图）10月 14日，由成都天府新区万
安街道麓山社区主办、天上的街市爱
心慈善会协办的“颂党恩、庆重阳”活
动在该辖区举行。

合唱《望月》、独唱《祖国你好》《祖
国万岁》等歌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京剧清唱《光辉照儿心》，把活

动推向了高潮。80多岁老兵钟子文讲
述了他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的故
事。在近 3个小时的文艺汇演中，老协
太极队，银龄之声合唱团的老人们陶
醉在欢声笑语中。

据了解，成立3年多的麓山社区，是
成都市13个国际社区示范社区之一，并
先后获得成都市百佳示范社区等殊荣。

什邡市禾丰镇奉上重阳文化大餐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俞晓峰 记者 钟正

有）为传承“孝亲敬老”美德，10月13日，什邡市禾
丰镇在和平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重阳节活动。

禾丰镇镇长陈凯讲述了重阳节的习俗，并
祝福老年朋友节日快乐。在重阳节文艺演出中，
歌舞、小品，精彩纷呈，笑声、掌声不断。在节目
的表演中还穿插了对好儿媳、好公婆和洁美家
庭的表彰。活动现场设置了老年人健康咨询台，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惠民政策，发放宣
传资料。

整个活动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在提供文化
大餐的同时，弘扬了孝亲敬老的美德。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徐皓琳 刘宇波 记
者 常坚）为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将“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落到实处。在重
阳节来临之际，眉山市青神县各乡镇举办了我为
群众办实事之——“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庆
祝活动。

在瑞峰镇杨柳漕村，活动在《我和我的祖国》
悠扬的歌声中拉开帷幕。青神传统非遗舞蹈《月
下情缘》钱枪舞，让现场观众体验到独具地方特
色的民俗艺术文化表演。杨柳漕村村民自编自演
的多个节目，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当地浓厚的人文
风情。现场大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
活动推向了高潮。

老党员李大爷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
好了，村里为老人们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

杨柳漕村党总支书记刘永永说：“下一步，我
们将进一步探索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文艺惠

民+邻里互助的模式，把关爱送到百姓家门口，弘
扬和践行了新时代文明之风。”

在高台镇诸葛村，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支
部的同学们为村里老人送上节目和祝愿，两个多
小时的演出，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精彩的表
演深深吸引了在场的老人。文艺表演后，在诸葛
村长者食堂的坝坝宴上，老人们品菜聊天，你一
言我一语，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青神县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倡树敬老新风，
始终从思想上重视老年人，心理上体贴老人，生活
上照顾老人，以党建沃土培育慈孝之花，让“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的敬老之风走进千家万户，让老年
人享受、感受党的更多温暖、乐享幸福生活。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付攀俊 记者 毛
春燕 李弘）10月13日下午，为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让老年朋友们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重阳
节。内江高新区在胜利街道平乐社区组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暨重阳佳节文化下乡惠民演
出活动。

演出现场，演员们个个神采奕奕，14 个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让观众大呼过瘾。舞蹈

《不忘初心》，以优美的舞姿展示出全区干部和
群众同心共圆中国梦，筑力共建新时代的美好

展望；《我的祝福你收到了吗》《365个祝福》《走
进新时代》等歌曲深情动人，抒发了对老年朋友
的满满祝福和对美好明天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川剧《变脸、吐火》、杂技《上刀山》、京剧《天女散
花》惟妙惟肖、精彩绝伦，寓意着新时代丰富多
彩、红红火火的新生活。

演出始终被观众沸腾的激情包围，喝彩
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场上场下气氛热烈、真正
让人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了歌舞戏曲的魅力。演
出结束后，工作人员还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
朋友们发放了小礼品，祝愿老人们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内江高新区社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尊老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此次文化下
乡惠民演出，不仅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同时也让老人们度过健康、祥和、欢乐的
重阳佳节，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敬老、爱
老、助老的新风尚。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坚持

“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民生工作方
针，为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
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以全面促进全区民生事业
取得新的进步。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记者 李国富）为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嘉陵长寿
文化中蕴含的“孝善”传统美德，10月14日上午，
由南充市委宣传部、南充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
的“我们的节日·重阳”示范活动在嘉陵区启动。

本次活动举办了文艺演出，诵读《九月九忆
山东兄弟》、舞蹈《水墨丹青》、小品《孝顺》、旗袍
秀《五星红旗》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
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随后举行的民俗文化展、孝善影展上，尚好
桑茶、嘉陵蜀绘、四川凸酒、嘉陵剪纸等嘉陵特色
产业、传统技艺以及摄影作品，分别在各个主题
展区内陈列展览。

在登高游园活动环节，大家兴致勃勃沿着999
阶孝心梯登高而上，最终到达孝心阁擂鼓许愿。

近年来，嘉陵区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文化生活，努力让老
年朋友生活得更舒心。

峨眉山市：金婚老人携手迎重阳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刘春雷 林立 记者

苟邦平）重阳节前夕，由峨眉山市委老协老体协
组织的“庆重阳、贺金婚”才艺展示活动10月12日
在该市象城浪漫举行。6对金婚夫妇身穿礼服携
手走上红地毯，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传承互敬互爱精神，倡导敬老尊老爱老良好
风尚。活动还为九十岁以上的老人送上了“寿”字
书法作品，为8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了慰问金。

活动现场，老人们纷纷展示才艺，合唱《老人
乐》、歌舞《老了就老了》，京剧独唱等一一亮相，充
分展现了老人们积极向上、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

青神：重阳节里活动多 敬老爱老情意浓

南充市：九九登高寄孝心内江高新区：重阳敬老送戏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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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