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MJ-03-08号地块内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竹公资土挂告〔2022〕11号

经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政府批准，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MJ-03-08号地块内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组织委托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时间、地点、期限
（一）报名申请截止时间：2022年7月13日23：59：59；（二）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2022年7月13日23：59：59；（三）挂牌期限（报价期限）：2022年7月14日10：00至2022年7月27日11：00；（四）
挂牌地点：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绵竹市苏绵大道中段21号政务服务中心D区4楼）；（五）本宗地挂牌出让采取网络报价、现场摘牌方式。
二、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
竞买人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只能单独申请竞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二）限制条件：至本宗地资格审查前一日历天，尚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成交确认书约定全部履行已成交的绵竹
市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缴纳义务的，或与绵竹市人民政府有债务或其他纠纷未了结的，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按宗地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3
日23：59：59（以到账时间为准），逾期交纳到账的不具有竞买资格。（四）宗地竞买特殊要求：土地使用条件：（1）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符合环评、安评要求；（3）符合国家产业政策；（4）土地开发利用
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5）土地出让后，由绵竹市高新区、市工信局、市住建局、绵竹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监管工作；（6）现状出让；（7）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前，须与绵竹建投建材有限公司落实宗地项目内砂石资源的利用、交接等管理事宜。
四、挂牌方式及确定竞得人
本次挂牌采用无底价增价方式，按照挂牌期限截止时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宗地的挂牌起始价
起始价为人民币8万元/亩。加价幅度1万元/亩的整数倍。
六、交地时间及成交价款支付方式
宗地至挂牌成交之日起三十日内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并进行土地交付。交地时间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七、竞买申请的办理
（一）意向竞买人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http://ggzyxx.deyang.gov.cn）注册，并办理CFCA数字证书和电子印章，凭CFCA数字证书参与交易（用户注册及办理CFCA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838—2516653）。（二）符合条件的意向竞买人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凭注册后办理的CF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进入德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市县一体化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交易系统”）下载出让文件、了解宗地出让详情，提交竞买申请（属限制土地竞买人的将不予通过）。（三）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交易系统自动确认其竞买资格。
八、联系方式
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杨女士 咨询电话：0838-6784411
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雷女士 咨询电话：0838-6903320 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6月24日

土地编号

2022-11
（土挂）

土地位置

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
MJ-03-08号地块内

土地面积

35880.57平方米
（53.82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开发程度

现状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0.7且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中行业分类的容积率控制指标要求；建筑密度：≥30%；绿地率：≤15%；建筑
高度：≤24米（因工艺要求局部建、构筑物可超过24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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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MJ-03-03号地块内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竹公资土挂告〔2022〕10号

经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政府批准，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MJ-03-03号地块内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组织委托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时间、地点、期限
（一）报名申请截止时间：2022年7月13日23：59：59；（二）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2022年7月13日23：59：59；（三）挂牌期限（报价期限）：2022年7月14日10:00至2022年7月27日10:00；（四）挂
牌地点：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绵竹市苏绵大道中段21号政务服务中心D区4楼）；（五）本宗地挂牌出让采取网络报价、现场摘牌方式。
二、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三、竞买人资格要求
竞买人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只能单独申请竞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二）限制条件：至本宗地资格审查前一日历天，尚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或成交确认书约定全部履行已成交的绵竹市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缴纳义务的，或与绵竹市人民政府有债务或其他纠纷未了结的，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按宗地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3日23：59：59（以到账时间为准），逾期交纳到账的不具有竞买资格。（四）宗地竞买特殊要求：土地使用条件：（1）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符合环
评、安评要求；（3）符合国家产业政策；（4）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5）土地出让后，由绵竹高新区、市工信局、市住建局、绵竹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供后监管
工作；（6）现状出让；（7）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须与绵竹建投建材有限公司落实宗地项目内砂石资源的利用、交接等管理事宜。
四、挂牌方式及确定竞得人
本次挂牌采用无底价增价方式，按照挂牌期限截止时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宗地的挂牌起始价
起始价为人民币8万元/亩。加价幅度1万元/亩的整数倍。
六、交地时间及成交价款支付方式
宗地至挂牌成交之日起三十日内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并进行土地交付。交地时间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七、竞买申请的办理
（一）意向竞买人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http://ggzyxx.deyang.gov.cn）注册，并办理CFCA数字证书和电子印章，凭CFCA数字证书参与交易（用户注册及办理CFCA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838—2516653）。（二）符合条件的意向竞买人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凭注册后办理的CF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进入德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市县一体化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交易系统”）下载出让文件、了解宗地出让详情，提交竞买申请（属限制土地竞买人的将不予通过）。（三）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交易系统自动确认其竞买资格。
八、联系方式
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严女士 咨询电话：0838-6784411
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雷女士 咨询电话：0838-6903320 绵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6月24日

土地编号

2022-10
（土挂）

土地位置

绵竹市名酒食品工业园
MJ-03-03号地块内

土地面积

54602.27平方米
（81.90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开发程度

现状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0.7，且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中行业分类的容积率控制
指标要求；建筑密度: ≥30%；绿地率：≤15%；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实施装配式建造，其装配率等有
关内容和要求应征求建设主管部门意见。建筑限高：≤24米（因工艺要求局部建、构筑物可超过24
米）。其他：详见绵竹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要求通知书〔竹规设（2022）006号〕

竞买保证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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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债权催收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公告催收下列主债权。请下列债务人或者继承人筹措资金，立即向成都市

成华区教育局归还所欠债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逃废，否则，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将依法追偿。
注：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行、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的不影响承担还款和担保责

任，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承担履行义务。
联系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新路59号
邮政编码：610051 联系人：施毅 联系电话：84313266
本公告若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特此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2022年6月24日

附件：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成都市成华区投资公司

成都市成华统建办振华房屋开发公司
泰国义象有限公司四川办事处

债权金额
20000元
560000元
220000元

备注

广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广公资土挂告〔2022〕04号
经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广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组织委托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主要指标

二、挂牌时间及摘牌地点
1.报名期限：
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7月17日23:59:59；
2.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
2022年7月17日23:59:59前；
3.挂牌期限（报价期限）：2022年 7月 18日 10：00至

2022年7月29日16:00；
4.摘牌地点：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广汉市成

都路南一段1号）；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竞买人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只能单独竞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2.按宗地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7日23:59:59（以到账时间为
准，请意向竞买人特别注意对公银行账号系统开放时间。我
中心不承担任何因银行系统关闭而无法缴纳竞买保证金导
致的竞买资格丧失责任），逾期交纳到账的不具有竞买资格。

四、交易申请的办理

1.意向竞买人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
市）（http://ggzyxx.deyang.gov.cn）注册，并办理CFCA数字
证书和电子印章，凭CFCA数字证书参与交易（用户注册及
办理CFCA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838—2516653）。

2.意向竞买人可于报名之日起至2022年7月17日23:
59：59前，凭CF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四川省·德阳市），进入德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市县一体化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下载宗地挂
牌出让文件，了解宗地出让详情，提交报名申请。

3.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交易系统自动确认其竞买
资格。

五、挂牌方式及确定竞得人
1.本宗地挂牌出让采取网络报价、现场摘牌方式。
2.本次挂牌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按照挂牌期限截止时

价高者得原则现场确定竞得人。
六、交地时间及成交价款支付方式
成交后，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期限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交地时间详见《挂牌出让须
知》。

七、其他
1.宗地地下资源、埋藏物不属于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范围；
2.宗地信息及具体要求详见各宗地交易须知。请在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http://ggzyxx.deyang.
gov.cn）下载阅读；

3.本挂牌公告发布后，可能出现延期、中（终）止等变更情
况。为保障竞买人顺利参加交易活动，敬请各竞买人在交易开
始前随时关注查阅相关公告信息。详情见：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德阳市)（http://ggzyxx.deya
ng.gov.cn）；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

八、联系方式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广汉市长沙路西四段三号；
联系人：孙女士、张女士 咨询电话：0838-5220237；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地 址：广汉市成都路南一段一号；
联系人：莫女士、刘先生 咨询电话：0838-5513015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挂牌编号

广汉市清
远路西侧

TG2022-08

宗地编号

TG2022-07

土地位置

高新区W类
2022-23#

土地面积

33895.66m2

（约50.84亩）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仓储用地，50年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1.0且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相关
要求（建筑层高超过8.0米，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
积应加倍计算），绿地率≤20%，建筑系数≥40%。

挂牌起始价

25万元/亩（总价
1271.09万元）

宗地摘牌时间

2022 年 7 月
29日16: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636

广汉市清
远路西侧

高新区W类
2022-24#

20028.28m2

（约30.04亩） 仓储用地，50年
容积率≥1.0且满足《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相关
要求（建筑层高超过8.0米，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
积应加倍计算），绿地率≤20%，建筑系数≥40%。

25万元/亩（总价
751.06万元）

2022 年 7 月
29日16:00 376

广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广公资土拍告〔2022〕05号
经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广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组织委托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实施。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主要指标

二、拍卖会相关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7月17 日23：59:59前；
2.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
2022年7月17日23：59:59前；
3.拍卖会议开始时间：2022年7月18日15：00；
4.拍卖会举办地点：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广汉市成都路南一段1号）
三、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竞买人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只能单独竞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2.按宗地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7日23:59:59 (以到
账时间为准)，逾期交纳到账的不具有竞买资格；

四、竞买申请的办理
1.意向竞买人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

德阳市) (http://ggzyxx.deyang.gov.cn) 注册，并办理
CFCA数字证书和电子印章，凭CFCA数字证书参与交
易(用户注册及办理CFCA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838-
2516653)；

2.意向竞买人可于2022年7月17日23:59:59前，
凭CF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
省·德阳市)，进入德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市县一体化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下载宗地拍
卖出让文件，了解宗地出让详情，提交报名申请。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上述宗地拍卖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价高者得，不

限定参与拍卖报名人数;
2.上述宗地拍卖采取拍卖会议现场举牌报价方式竞

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3.上述宗地地下资源、埋藏物不属于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4.上述宗地的其他要求详见该宗地拍卖出让文件。
六、成交价款支付说明
成交价款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

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
七、联系方式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广汉市长沙路西四段三号；
联系人:孙女士、张女士 咨询电话:0838-5220237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地 址:广汉市成都路南一段一号；
联系人:莫女士、刘先生 咨询电话:0838-5513015。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拍卖编号

广汉市遵
义路北侧

宗地编号

TP2022-05号

土地位置

广汉市雒城片区
B类2022-29#

土地面积

2597.85m2

（约3.9亩）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零售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40年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2.0，绿地率≥15%，
建筑密度≤50%

拍卖起始价

起拍价130万元/亩
(宗地总价507万元)

宗地起拍时间

2022 年 7 月
18日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47

广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广公资土拍告〔2022〕04号
经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广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组织委托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实施。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主要指标

二、拍卖会相关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7月17 日23：59:59前；
2.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以到账时间为准）：
2022年7月17日23：59:59前；
3.拍卖会议开始时间：2022年7月18日11：00；
4.拍卖会举办地点：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广汉市成都路南一段1号）
三、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竞买人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且只能单独竞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2.按宗地出让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 7月 17日 23:59:59
(以到账时间为准)，逾期交纳到账的不具有竞买资格；

四、竞买申请的办理

1.意向竞买人需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
省·德阳市)(http://ggzyxx.deyang.gov.cn)注册，并办理
CFCA数字证书和电子印章，凭CFCA数字证书参与交
易(用户注册及办理CFCA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838-
2516653)；

2.意向竞买人可于2022年7月17日23:59:59前，
凭CF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
省·德阳市)，进入德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市县一体化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下载宗地
拍卖出让文件，了解宗地出让详情，提交报名申请。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上述宗地拍卖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价高者得，

不限定参与拍卖报名人数;
2.上述宗地拍卖采取拍卖会议现场举牌报价方式

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3.上述宗地地下资源、埋藏物不属于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范围;
4.上述宗地的其他要求详见该宗地拍卖出让文件。
六、成交价款支付说明
成交价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不低于成交总价
款的50%，第二期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3个月内付清。第二期须按照支付第一期价款
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七、联系方式
广汉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广汉市长沙路西四段三号；
联系人:孙女士、张女士 咨询电话:0838-5220237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地 址:广汉市成都路南一段一号；
联系人:莫女士、刘先生 咨询电话:0838-5513015。

广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拍卖编号

广汉市三
星堆快速
大道北侧

宗地编号

TP2022-04号

土地位置

广汉市三星堆
文化产业园R
类2022-27#

土地面积

62481.72m2

（约93.72亩）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计容面积
10%以下的商业建筑)，出让
年限住宅 70年、商服40年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3.1，
绿地率≥35%，建
筑密度≤22%

拍卖起始价

起拍价290万元/
亩 ( 宗 地 总 价
27179.54万元)

宗地起拍时间

2022 年 7 月
18日11: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678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王春艳 记者 侯
云春 严易程）出租车的本土化和电动化，是全
面推动“电动宜宾”的重要载体。6月 22日，宜
宾市 500辆电动出租车集中交付，正式投入市
场运营，为“电动宜宾”增添一道靓丽的绿色风
景线。

据了解，目前宜宾中心城区共有1398台巡
游出租车，随着这500辆电动出租车的投放，宜
宾新能源电动出租车达到 543台，巡游出租车
电动化率已近40%。截至今年5月，该市已建成
充电场所206处，充电接口4049个。

记者获悉，为全面推动“电动宜宾”建设，
促进宜宾动力电池、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宜宾市还制定出台了《全面推进“电

动宜宾”工程实施方案（2022—2025年）》。方案
明确，“十四五”期间，全市建设充电接口4万个
以上、光储充检一体化充电站 10座、重卡换电
站 60座、储能示范项目 5个，构建充换电服务
网络体系。大力营造新能源汽车加速推广应用
良好氛围，公共领域、专用领域车辆保有量电
动化率原则上达到 90%以上，至 2025年，全市
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30%。

宜宾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动出
租车的投放运营，是宜宾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

“双碳”战略目标，推动绿色低碳交通可持续发
展的一大成果，营造了“电动宜宾”的良好氛
围，吹响了“电动宜宾”的新号角，将有效推动
宜宾创享绿色低碳未来。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杜小春 苟莉红
记者 李国富）近日，南充市嘉陵区南湖街道办
居民任先礼按照事先电话约定，迎来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为其老伴杜全英免费
开展体格检查，让老两口喜上眉梢。

“任大爷，目前杜婆婆血压有点高，要吃一
点降血压的药……过几天血常规检查报告出
来后，我们会通过微信或电话告诉您。”家庭医
生王丽将杜全英的检查结果与任大爷进行了
详细的交流，还提供了相应的健康指导。

这只是嘉陵区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守护失
能老人健康的一幕。据了解，嘉陵区于今年5月
启动2022年失能老人“健康敲门行动”，为全区
17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三个一”免费健康服务，

即开展一次上门健康管理，提供一套上门健康
指导方案，开通一条健康咨询热线，以推动实施
银龄健康工程，满足失能老人健康服务需求。

据了解，失能老人免费上门健康管理服务内
容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常规体格检查
等。该项服务由该区内各乡镇（中心）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全科或中医执业资质的家庭
医生承担。有服务需求的65岁及以上失能老人
可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按照“个人申请、村级初审、乡镇复审，
区县审定”流程审批后即可享受该服务。

今年，嘉陵区有1732名失能老人通过申请
审批，目前已完成 1100 余名失能老人健康体
检，预计本月底全部完成。

南充嘉陵区：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失能老人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天融 记者 程强）
6 月 22 日，雅安市天全县工商联（总商会）开展

“万企兴万村”行动村企结对共建集中签约，进
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接续奋斗乡村
振兴。

据悉，2022 年天全县“万企兴万村”行动以
“万企帮万村”行动为基础，结合选聘民营企业家
到村任职，以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集体
经济薄弱村为重点，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商（协）会
及其他民营经济组织开展村企结对共建，投身乡

村振兴。全县 48家企业共结对 6个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30个脱贫村、13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

“万企兴万村”行动在“五年过渡期”取得实效奠定
坚实基础。

雅安天全县：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遗失公告

●史正刚不慎遗失购房收据
（房号：明信城 c区第30栋2单元
1102号；金额：616053.4元，收据
号：0006135）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陈苹不慎遗失执业药师
证书（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
广 源 大 药 房 ；注 册 证 书 号:
511220111103）特此登报声明作
废。

●理县城投华信科技有限
公 司 ，开 户 许 可 证（编 号 ：
J6792000172501； 账 号 ：
22601201040024173）遗失作废。

●江安县江安镇鼎美墙顶
集成经营部法定名称章（号码：
5115235025250）遗失作废。

●王亮，都江堰市正成源筑
1-145号购车位款收据（票据编
号：0055563金额：2531.25元，开票
日期：2020年9月5日）遗失作废。

●代幸鑫，女，（父亲：代小
虎，母亲：王洋）于2009年12月03
日出生于安岳县人民医院的出生

医学证明（原编码：J510753456）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汉源县华文建材经营部，
公章（号码：5118235023893）遗
失作废，特此登报声明。

清算公告

经本公司2012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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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江玉京大酒店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减资公告

宜宾江安尚意装饰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523592784303Q)经公司决
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
元人民币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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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江安尚意装饰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为“电动宜宾”添彩

宜宾：500辆电动出租车投运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记者 常坚）6 月
23日，眉山维康国际文创基地展示馆开馆暨艺
数互动创意园动工仪式在眉山市举行。

据悉，眉山维康国际文创基地项目由中国能
建葛洲坝集团和金恒德集团在眉山共同投资建
设，计划总投资368亿元。该项目通过引入全球
传媒巨头维亚康姆集团优质文创资源，落地“音
乐、动漫、影视”三大产业 、重点打造“ 世界数字
音乐圣地、天府尼克世界旅游度假区、影视数字
文创园、生态文明建设”四大主题，构筑具有“国

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开工仪式上，为诠释企业的社会担当，眉

山维康国际文创基地项目向眉山市关心下一
代基金会捐赠爱心款并接受公益捐赠证书。同
时，正式发布文创高地“天府新星人才项目”，
首次面向全社会青少年孵化“音乐新星”“影视
新星”，发掘青少年音乐、表演天赋，以“眉山维
康国际文创基地”为平台，打造青少年音乐、表
演的综合素质能力教育实践基地，持续挖掘和
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质能力。

眉山维康国际文创基地展示馆落成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