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公告
●四川眷诚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江安分公司蒋

运刚法定代表人章(号码：5115235024763)遗失作
废。

●四川平和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421MA64BY8PX7)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特登报作废。

●眉山方大蓉光炭素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一张

中 国 银 行 转 账 支 票 ( 金 额:656900 元 、票 据 号:
07773470)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仁寿县新兴学堂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11421MJQ624776E），经理事会一致决定于

2021年 10月 1日终止办学，现申请注销，请培训中
心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持
证明材料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逾期不办
理，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李水平 联系电话：17360660931
联系地址：仁寿县奎星街华凌商场内
特此公告

仁寿县新兴学堂培训中心
2021年12月7日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0744681662N）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519.809092万元减少到人民币 3694.809092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减资公告
四川祥麟门业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21057457175H）于 2021年 12月 6日召开
股东大会，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人民币。请本公司债权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过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四川祥麟门业门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大邑县雾山乡事业管理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1年12月8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大邑县鹤鸣镇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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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绵阳市华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与绵阳市华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OAMC川-2021-A-28-001的《资产转让协议》，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合同（协议）及担保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绵阳市华
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与绵阳市华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主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

绵阳市华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绵阳市华博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若主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绵阳市华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借款人名称

四川力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主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
（协议编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0230800037-2016
年（新华）字 0038 号）、《借款展期协议》（编
号：0230800037-2017年（展）字0002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0230800037-2017
年（新华）字00003号）、《借款展期协议》（编
号：0230800037-2018（展期）0010号）

担保人名称

绵阳市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兰国盛、田静

刘德芳、蓝邦全、兰国盛、田静

担保合同及其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3）年新华抵字010号）、《保证合同》（编
号：201600038-1号）、《保证合同》（编号：201600038-2号）、《保证合同》
（编号：2017年保字016号）、《保证合同》（编号：2017年保字017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新华2013年抵字009号）、《保证合同》（编
号：2017年保字012号）、《保证合同》（编号：20180010-1）、

《保证合同》（编号：20180010-2）

向家坝与溪洛渡工程建设部
退还车辆办证押金的通知

向家坝、溪洛渡两电站建设期间，施工区各参建单位、
地方单位或个人，办理进出施工区车辆通行证等证件时缴
纳的押金，现予以退还。请见本通知后，携带以下材料，于
2022年1月25日前到向家坝或溪洛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办理退还手续。未尽事宜，请电话咨询。

1、原始押金收据（如押金收据遗失可电话咨询）；2、
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3、完整收款信息（包括收款人名
称、收款账户、开户银行）；4、委托函（单位车辆和委托他人
办理个人车辆押金退还的需提供）。咨询电话：向家坝龚先
生13687172937、溪洛渡廖先生19983801559

特此通知！ 向家坝与溪洛渡工程建设部
2021年12月1日

美姑县河道采砂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10时在四川

和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对美姑县境内的美姑河（依卓坝砂
石场、炳途沟砂石场、龙门砂石场、新桥砂石场、牛牛坝砂石场、
大桥砂石场)，连渣洛河（红曲觉砂石场、腾龙砂石场），马边（瓦
候）河（依吾固砂石场）3条河9个砂石场三年采砂权整体打包
拍卖。整体拍卖参考价2190万元，缴纳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采砂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本次拍卖仅
接受以公司名义参与报名，在正式报名之前，对竞买人资格要
进行审查。买受人必须在美姑县经营并缴纳税收，不接受自然
人和联合体的报名。有意者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内，持相关有效
证件并缴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领取报名资料办理竞买手
续。展示地点及时间：即日起在标的现场展示。报名时间及地
点：2021年 12月 28日至12月29日 17时（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西昌市航天大道三段碧海蓝天1#商务楼2楼25号办公室
咨询电话：15183420016 15884039911

四川和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全省制造业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动开展
以来，乐山市聚焦“中国绿色硅谷”“中国堆谷”
建设，围绕光电信息、民用核技术、绿色化工、新
型建材、食品饮料五大现代工业体系，突出产业
链强链延链补链需求，主动谋划、迅速出击，深
入开展精准招商，成效显著。截至目前，乐山市
招商11次，召开动员部署会2次；全市各地各部
门召开推介会11次，走访企业169户；共签约项
目16个，签约金额347.5亿元。

领导率先垂范 对接重点项目求实效

乐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出征，亲自对
接重点项目，推动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9月10日，
2021第四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高峰论坛招商引资
推介会在成都举办，会议邀请通威股份、天合光
能等近300家光伏龙头领军企业参会，乐山市委书
记马波出席并致辞，代理市长陈光浩（现任市长）

专题推介乐山市晶硅光伏产业。9月15日，第十八
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乐山市投资推介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乐山聚焦光电信息、民用核
技术、文化旅游、绿色化工、食品饮料等支柱产业
和数字经济，重点推出项目 51 个，投资总额超
1300 亿元，活动现场共签约项目 24个。10月 8
日-10日，陈光浩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拜访中信集团、中建材集团等7家高端制造、先进
材料重点企业，与目标企业达成合作共识。

自行动开展以来，乐山市领导率先垂范、亲力
亲为，加速达成双方合作共识，加快项目签约落地，
推进制造业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

延伸产业链条 聚焦重点产业谈项目

围绕光电信息、民用核技术、绿色化工、新型
建材、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制定产业链全景图
和产业空间布局图、产业延链补链目标企业清单

和工业投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清单等“两图两
清单”，开展“挂图招商”。行动开展以来，乐山市
领导先后走访对接中建材、中核集团、京运通、江
苏环太、协鑫集团、晶科集团等30余家“产业链”
企业，务实高效对标补产业短板、延产业链条。

为充分发挥乐山市晶硅光伏产业的比较优
势，瞄准链条中下游龙头企业精准“打靶”。11月 1
日至2日，陈光浩率队赴江苏省走访对接赛拉弗、
亿晶光电、协鑫集团等光伏龙头企业，就光伏组
件及电池片、拉棒切方及高效电池等项目与企业
对接洽谈，达成基地布局、产业延链、人才引进等
方面的合作共识，加快推动项目签约，加速乐山
市光伏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投资55亿元的京运
通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拟于近期签约。

破解要素瓶颈 紧盯重大项目促落地

项目是重点，园区是载体。围绕乐山“园区

建设提升年”主题，加快乐山市“一总部五基
地”“中国绿色硅谷”千亿产业园的高标准规
划和建设。11 月 2 日，陈光浩率队考察苏州工
业园区，学习借鉴园区规划运营等先进经验，
与苏州工业园规划运营企业——新加坡邦城
规划顾问有限公司，就乐山在园区规划建设、
招商运营、东部产业转移等方面开展交流、合
作。

为促进重大已签约项目落地，乐山市安排
部署成立工作专班、专题研究，对项目存在的困
难问题进行清单式管理，限时办结落实。陈光浩
率队到协鑫集团进行深入对接，就协鑫项目的
土地保障、电力供应、能耗指标等情况交换意
见，双方达成加快推进协鑫 10万吨颗粒硅项目
及 10GW 光伏电池项目落地投产，加速推动二
期20万吨颗粒硅项目、1万吨半导体级多晶硅签
约等共识。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蒋培路

高位推动 精准发力

乐山推动制造业招商引资工作走深走实

港股消费布局正当时

华夏港股消费ETF正在发行

Wind 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2 月 17 日至 11
月30日，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自高位下跌
27.68%，分析称，港股消费板块长期投资机会不
改，短期回调反而提供配置良机。自 11月 30日
起，华夏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 ETF 正式发行，
助力投资者提前埋伏港股消费股，聚焦反转动
能。该基金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
12月 27日至 2021年 12月 29日，办理网下现金
认购的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2
月29日。

分析认为，基于以下三大理由，目前港股
消费板块投资价值凸显。首先，港股消费板块
汇集了一大批优质的细分领域龙头标的，比
如国产鞋服李宁、安踏，互联网传媒美团、腾
讯、小米，新休闲娱乐泡泡玛特、思摩尔国际
等等。这些标的并未在 A 股上市，只能借道港
股通布局。第二，展望 2022 年，港股消费板块
前期的回调提供了足够的缓冲空间，或许是
更具估值性价比的投资选择。第三，随着防控
意识和能力的提升，“线下消费恢复-服务就
业-收入提升-消费增加”有望进入正循环。

（李华）

绵竹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召开换届纪律专题学习会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钟正有）12
月 6日上午，政协绵竹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换届纪律专题学习会。德阳现场督
导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组织大家集中观看
了警示教育片《警钟长鸣》，专题学习了换届纪
律相关要求，签订了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

绵竹市委书记王宏与全体参会人员进行
了严肃的换届纪律集体谈心谈话。王宏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上更重视、认
识上再提高。要深刻认识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
意义，坚决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时刻绷紧政
治纪律这根弦，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要
深刻汲取教训，主动把严肃换届纪律相关要求
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决不允许发生违反换届纪律的行为。要切
实加强党的领导，确保本次大会的文件起草、
会务组织、舆论宣传、后勤保障、安全维稳等各
项工作始终在市委领导之下，圆满完成大会的
各项任务。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在流程上更细
致、要求上更严格。要本着对组织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职、勇于担当，确保选举工
作实现组织、委员、社会满意。大会筹备组要把
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纪检、组织部门要强化
纪律监督，坚决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违反换届
纪律问题。全体委员要严格执行“十严禁”“四
必须”等换届纪律要求，逐条对照、严格落实

《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规定内容，自觉抵制不
正之风。

要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在执纪上零容忍、
追责上更坚决。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坚决落实
中央、省委、德阳市委和绵竹市委各项决策部
署。要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坚决防止出现不
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服从大会的统一安排，按时参加全体大会和分
组会议，保证所在讨论小组各项活动正常开展，
保证大会选举规范有序进行。要严格遵守廉洁
纪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换届风气监督组要加
强全程监督，对发现涉及违纪违法人员，将以

“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确
保换届风清气正。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易健峰 记者 钟
正有）“我今年 78岁了，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到
银行办事，对用存取款机办理业务一窍不通，
每次有事都很犯愁，开始请单位同事前来帮
忙，时间长了又觉得太麻烦了，为难中遇到了
你行的兰渠同志，她主动热情地为我服务，还
有小赵同志，也同样热情周到，只要她们在，我
单独来办事都能顺利而满意完成，我衷心地感
激、感谢她们。”11月 22日，工商银行德阳中江
凯丰支行收到了一封来自余大爷的感谢信。于
大爷同凯丰支行缘分的起点，还得从一起诈骗
案说起。

原来，于大爷的儿女常年不在身边，于大爷的
老伴听信虚假宣传，投资了虚假的理财产品，这起
诈骗案几乎掏空了老两口一生的积蓄，老两口到

公安机关报案后来到工商银行德阳中江凯丰支
行，兰渠、赵珂两名年轻同志在听完于大爷的讲述
后，不仅对老两口进行安慰和开导，还热情地为老
两口提供案件所需的银行卡明细等关键资料，协
助做好有关工作，获得了老两口极大的信任。在后
来的日子里，双方的感情也在一次次简单的存取
款业务、一次次耐心的业务指导中得到了进一步
加深。为感谢网点两名年轻同志对老年客户的关
心、关怀，于大爷在一张简单的白纸上书写下了最
真诚的心声，记录下双方最真挚的情谊。

据悉，工商银行德阳中江支行始终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把客户最关心、最急
切的问题放在首位，将“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以实际行
动诠释“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工行绵阳分行：创新应急演练模式 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今年9月，工行绵阳分行承办了四川省工行

刑事治安应急预案演练，创新和丰富了应急演
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应急演练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与模板。此外，该分行还通过明晰工作标准、加
强监督协作、创新智能安保，扎实推进安全保卫
工作标准化建设，进一步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创新模式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9 月 24 日，一辆运钞车缓缓驶入工行绵阳
经开区支行营业厅正门，在押运人员拎着运钞
箱前往联动门的路上，被提前潜伏在营业网点
的两名“持枪劫匪”击倒在地，抢走运钞箱。银行
工作人员很快意识到发生了“暴力抢劫”，一边
保护客户周全，一边俯下身悄悄地摁响了报警
按钮。在“劫匪”劫持人质准备逃离现场时，特警
车和救护车已迅速来到现场，在与“歹徒”激烈

“交战”后，“击毙”一名“劫匪”，将另一名“劫匪”
制服。随后，医务人员迅速进入现场救护，银行
网点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以上整个过程所有的镜头，俨然警匪片中惊
心动魄的场面，事实上，这是工行绵阳分行承办的
四川省工行刑事治安应急预案演练中的持械抢劫
运钞车预案演练。随后，此次演练还进行了反电信
诈骗应急预案演练和消防应急预案演练。

值得一提的是，工行绵阳分行在本次演练
创新模式，借助先进的多媒体视频设施、协调运
用最新、多种类的应急设施设备，流畅默契的演
练过程，生动再现了面对银行发生刑事治安和
消防安全突发事件，银行、公安、银监、消防、保
安五方联动、训练有素、协同有方、应急有为、处
突有效的安全保卫和管控能力，充分体现出工
行绵阳分行对安全经营的高度重视和公安机关
对金融机构安全工作的大力支持，展示了工行
员工的安防水平，检验了营业网点对突发事件
的应对能力，受到现场各方一致好评。

四川省公安厅经文保总队副总队詹韬表
示，此次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为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急演练提供了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模板，针对当前银行最
有可能发生的持械抢劫、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
电信诈骗、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及国家财产息
息相关的消防安全三个方面进行了演练，涵盖

了风险预警、信息报告、紧急动员、指挥协调、风
险处置、医疗救护、现场控制及恢复营业等 8个
应急处置环节，流程清晰，职责明确，体现了针
对性强、真实性高、协同性好的特点。

多措并举 打造安全银行品牌

事实上，创新应急预案演练模式仅仅是工
商银行绵阳分行助力打造“最安全银行”的品牌
的缩影。

近年来，工行四川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总体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生
命重于泰山，安全高于一切”的安全生产理念，全
面加强人防、技防、物防“三防”建设，不断推动安
全保卫工作向信息化、智能化、综合化转型，持续
构建协同互控、互联互通、立体综合的现代化安全
管控体系，每年举行一次全系统的大规模应急预
案演练，努力确保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努力
践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社会责任。

工行绵阳分行则通过明晰工作标准、加强
监督协作、创新智能安保，扎实推进安全保卫工
作标准化建设，形成了安全为自己、安全为单
位、安全为客户的良好氛围。

在日常工作中，工行绵阳分行安全保卫标
准化建设通过规范营业网点安防设施建设标
准，规范每日安全规定动作，规范安保资料归档
整理等要求，对营业网点的安全保卫工作质量
提升有着显著效果。

在创新工作中，2018年，工行绵阳分行率先在
四川省内开发试点智能运维系统，取得良好效果，
确保了安防设备正常率在全省保持前列；2019年，
重新扩展了智能运维功能，全面保障了监控、报
警、门禁等物防设施的正常率；2019年下半年，该
行重新拟订了《营业网点安保类钥匙管理要求》，
同期营业网点开始试行《智能交接备查系统》；
2020年，对所辖网点要求实施安保类钥匙管理纳
入智能交接系统管理，杜绝由此引发的外部风险
事件；同年，工行绵阳分行全面实施营业网点安保
标准化工作，现所辖54个网点均全部达标。

下一步，该行正在按照GA38-2021新国安标
准，对标差距，开展安防设备设施更换，进一步提升
各营业网点、自助银行物防、技防安保标准，探索应
急演练实用模式，持续深化营业网点安保标准化建
设，以实际行动打造“最安全银行”品牌。 （唐甜）

工商银行德阳中江凯丰支行：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温暖故事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闫新宇 文/图）
12月7日，“共筑新格局 共建经济圈”成都市
成华区智能制造产业推介会暨重大项目签约
仪式在深圳成功举行。本次推介会聚焦智能
制造产业领域，邀请华灏鲲鹏、盛路通信、联
东、金地威新等4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企
业及商协会，交流产业最新发展动态，推介成
华区智能制造产业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让
企业了解成都、了解成华，吸引和促进大湾区

先进制造业企业来蓉投资兴业。推介会上，成
华区与中城智能硬件加速器等6个重大产业
化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120亿元。

本次推介会集结了成都龙潭工业机器
人产业功能区内华灏鲲鹏西部产业基地、联
东U谷·成都新经济园、东广人工智能谷产
业园、金地威新人工智能创新基地“一核三
园”优势力量，实现了功能区与产业运营商
的有机联动、携手推介。

总投资120亿元

成都成华区智能制造产业深圳签下6大项目

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