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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TDI 生产线开展

以党员带头参加学习活动、带头查找安全生

产问题、带头开展安全主题教育、带头提高安

全知识为内容的“四带头”活动，把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体现到抓安全生产的具体行动

中，为 TDI 生产线的安全稳定生产提供保障。

在党员带头参加学习活动中，TDI 生产

线党员带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决策部署，带头学习银光集团有关安全

生产的文件、制度及近期安全事故通报，强化

相关文件的宣传学习和贯彻落实。该单位党

员带头到作业现场开展安全检查，加大对工

作票执行、安全措施落实、监护人员到岗到

位、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习惯性违章等情况的

检查力度。并结合外来人员施工制度，由党员

带头检查外来施工人员安全保护措施，确保

外来施工人员的安全作业。

TDI生产线党员带头开展安全主题教育，

最大程度地提高宣传普及面，向班组员工宣传

安全风险辨识、安全隐患排查知识等，营造安

全生产的班组氛围。党员带头提高安全知识水

平，班组长通过安全生产谈话，面对面地与员

工进行安全管理方面的交流，畅谈对安全生产

的深刻理解和清醒认识，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和安全风险辨识能力。

渊王娟娟 王超冤

9 月 10 日，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在犀

和社区“和聚场”隆重召开第 35 个教师节庆

祝大会，大力表彰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的

优秀教师。犀浦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主

任傅成曦出席会议并致辞，街道办副主任周

奕汐出席会议并宣读表彰决定。

在致辞中，街道办主任傅成曦向辛勤工

作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

的节日问候。他指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这是新时代好

教师的标准。他希望教师们坚定理想信念，强

化道德修养、勤练内功、关爱学生。同时，也希

望教师在充当蜡烛照亮学生的同时，也要努

力照亮自己，只有教师发展了，学生才能获得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只有教师教得快乐和幸

福，学生才有可能学得快乐和幸福。

犀浦实验学校彭菊霜老师作为老师代表

发言，在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坚持奋斗

近十年，首先得感谢犀浦街道各级领导对老

师学生的关爱、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的关心；

其次要感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对青年教师

进行大力培养和支持，为青年教师开展了“青

蓝工程”师徒结对、教师沙龙学习交流、青年

教师赛课等一系列活动，为教师的成长搭建

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要感谢所有辛勤耕耘

的老师们，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创造

了犀浦教育的辉煌。

表彰大会，各位领导为获奖代表进行了

现场颁奖，犀浦老年大学艺术团等单位和个

人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最后，表彰大会

在优美动听的《共圆中国梦》的歌舞中圆满结

束。 渊周安才冤

内蒙古赤峰蒙峰炒坊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家集系列炒货加工收购、仓储、加工、营销等

一条龙服务的大型现代化、品牌化专业炒货

生产、营销企业。近年来，公司建设了优质葵

花籽、西瓜子等种植示范基地，同时引进国内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对所生产的葵花

籽、西瓜子进行深加工、精包装，着力打造蒙

峰牌知名品牌。

该公司本着“以仁为本、以心立企、人正

品正、诚行天下”的核心理念，以“质量求生

产、创新求发展、管理求效益、信誉求市场”的

发展理念，致力打造内蒙古赤峰名优产品。公

司拥有“蒙峰”等多个系列产品，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厚爱，可以满足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

该公司总经理郭建利，是一个严谨、低调的

人，人、企业如一。

狠抓产品质量，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合理

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效能，开发具

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以最少的资金、最短的

时间、最快的速度，使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公

司坚持大力弘扬“五种精神”，即：身处困境，

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顾全大局，

着眼长远，过苦日子的奉献精神；上下一心，

群策群力，众志诚诚的团队精神；瞄准市场，

抓住机遇，开发新产品的创新精神；加强管

理，苦练内功的求实精神。实现了近期利益和

长远利益有机结合，市场销售不断扩大，收益

不断增长，使企业走上了健康有序良性循环

轨道。

严把原材料购进质量关，该公司现拥有

一批高素质、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专业管理人

才、食品检验人才以及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

技术工人，安装了达到国家一类的生产设备，

超前引进了选进技术和全自动包装生产线。

公司通过 ISO9001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严格按照 ISO9001 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进行生

产，严把生产关、精心选材、精细加工，保证了

产品的加工质量，可以优质、高效地满足大批

量生产供应。

公司主打产品“蒙峰”系列瓜子、休闲食

品系列产品原料均来自本企业的种植基地，

天然、绿色、营养、健康，是最具草原特色的食

品、营养丰富等特点，老少皆宜，是馈赠亲友

绿色、健康的上等佳品。

食品安全大如天。作为一个食品企业负

责人，郭建利深知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对此，公司首先制订了严格的制度和详细

的操作规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都明

确质量责任并落实到人，严格检查、严格监

督、严格把关，把生产工艺作为管理的重要环

节，推行全员质量奖惩责任制，哪个环节出现

了问题，不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工

艺控制人、质量监督员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高艳庆)

慈善创造和谐，仁爱传承美德。9 月 10
日，适逢全国第 35 个教师节，2019 年“羚锐奖

教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河南新县光彩实验学

校举行。新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建章，

党组成员、工会主任李文德，招生办副主任邵

传金，羚锐制药董事会秘书叶强，党委委员、

人力资源部总监穆晓莹，新县光彩实验学校

校长姜家云以及受表彰的优秀教师、受奖受

助学生代表及师生共计 2000 余人参加了仪

式。

仪式上，姜家云代表新县光彩实验学校，

对羚锐集团在谋求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倾情回报家乡，设立“羚锐奖教助学金”，助力

光彩学校教学工作的善行义举给予了高度赞

扬；他回顾了学校一年来教育教学，特别是在

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培育良好校风、教风、学

风，引领教师发展成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努力彰显办学特色等方面工作所取得的良好

成效。李建章在讲话中代表新县教育局，对羚

锐情系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助教助学，倾情光

彩、奉献爱心，尊师重教、助学爱生的大爱情

怀给予了高度赞扬。叶强代表羚锐集团董事

长熊伟和广大羚锐员工，对敬业乐业、辛勤工

作的各位老师表达了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他介绍了羚锐企业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加

快发展，心怀感恩，从未忘记助力老区新县教

育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助教活动情况。同时

勉励同学们要以书为友，多读有益的书籍；要

尊重老师，孝敬父母和长辈，懂得感恩，学习

用正确的价值观评价自己和他人，并不断地

修正自我，成就幸福的心态。他希望同学们不

辜负学校、老师和社会各界的期望、关爱，珍

惜美好时光，把握求学的机会，刻苦学习，自

立自强，健康成长，努力做一个对人民有益、

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将来更好地建设国家、打

造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

础。

出席活动的领导为受奖优秀教师和受奖

受助学生现场进行了颁奖。获奖教师和受奖

受助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感谢感恩羚

锐和社会各界关怀关爱，努力工作、奋力前

行，刻苦学习、报效社会的真挚愿望。

新县光彩实验学校是由中国光彩事业基

金会捐建的一所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学校，

学校现有 43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2856 名、教

师 173 人；该校办学特色鲜明，其学生足球队

曾打入了信阳市市长杯、河南省省长杯足球

赛，并先后荣获“国家食育标杆校”“河南省校

园足球先进单位”“河南省综合实践和数字教

材应用样板校”和信阳市“教育体育系统先进

单位”。

羚锐集团是植根于老区新县的企业，公

司前身信阳羚羊山制药厂是 1988 年底由国

家科委大别山扶贫开发团帮扶创立的。得益

于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尤其是新县父老乡

亲的大力支持，依靠创业之初 25.8 万元扶贫

贷款起步，历经 30 年的发展，由最初的一个

深山区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以制药为主业，

涉足医疗器械、健康食品、保健品等行业的规

模化公司。在企业发展中从未忘记助力家乡

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集团依托羚锐老区扶

贫帮困基金会和羚锐集团关工委，积极担当

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助学助教活动，惠及上

千名贫困学子。2016 年以来，先后在光彩实验

学校设立了 60 万元“羚锐奖教助学金”，并为

学校捐赠图书、爱心礼包等物资价值达近 20
万元，助力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

渊汤兴/文 穆晓莹/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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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

资大会和第六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开

幕式上，在近千名嘉宾见证下，四川省旅投集

团总经理杨川与腾讯游戏“王者荣耀”首席技

术官邓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达成了期盼已

久的重要合作———在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国内

首个动漫城。

当天，64 个文旅项目签约，总金额 1224
亿元，比去年增长 12.6%。这已是四川在这项

活动上连续第 3 年揽获千亿元级投资，超过

去年全省 8 个市州的 GDP。这份热度让现场

的亚太旅游协会首席运营官韦尔特曼“惊

艳”。

连续三年，千亿元投资为何独独钟情四

川文旅？

“一核五带”特色鲜明
优质项目从纸上落到地上

当天下午，省文旅厅发布《四川省“一核

五带”文旅产业投资报告》。其中提到，去年在

川东北落地的投资超过 50 亿元的超级文旅

项目多达 17 个，数量全川第一，吸引投资商

的是“巴文化”等川东北独有的特色文旅资

源。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姚延波认为，文旅产业发展正在突破地理条

件的限制，投资商们更看重当地文化资源。

清大文产（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每年都

来参会，其四川分院负责人巨峰说，他们曾针

对国内外游客做过一项调查，全国最有吸引

力的旅游目的地中，四川排名前列。四川拥有

的大熊猫等特色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更是无可

替代。

四川省文旅厅厅长戴允康表示，围绕这

些特色资源，全省文旅投资也已经初步呈现

“一核五带”的整体布局。

在成都，文博、会展、赛事、综合体等城市

旅游经济发展迅速，获得国内外资本青睐。在

环成都文旅经济带地区，围绕三星堆等世界

遗产和环龙门山、环龙泉山等特色文旅资源

和线路成为投资热点。还有川南的竹林、川西

北的高原、冰雪，都成为本次大会的投资热

点。

另一个让亚太旅游协会副主席黄顺华印

象深刻的现象是，除了签约项目，四川各地还

推出了很多招商项目，包括三星堆国家大遗

址保护利用示范区项目等。“这些项目的规模

大、质量优，且各具特色，看起来十分有前

景。”

细数签约项目单不难发现，本届大会战

略性合作变少，实质性项目签约增多。不少优

质项目从纸上落到了地上。

大会举办的同时，全省 18 个市（州）的

103个文化和旅游重大项目也集中开工，总投

资额达 2190 亿元。开工项目投资全部超过

5000 万元，大项目集聚引领作用明显。

文旅融合更紧密
新业态异军突起潜力巨大

9 月 5 日晚，大会开幕前夕，姚延波特意

乘船体验了乐山去年新推出的“夜游三江”项

目。夜幕下，众人远眺乐山大佛，舒缓的音乐

中，讲解员请大家参与特色互动活动。“引导

游客参与互动、深入体验当地文化，这就是典

型的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发展”正是此次旅游投资大会

的主题。大会开工的项目中，文旅融合项目 34
个，投资额 801.3 亿元，分别占全省开工项目

的 33%和总投资的 36.6%。

签约项目也体现同样特征。四川景域佑

里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约 10 亿元在资阳

打造“蜀源·滨江”城市文化旅游休闲区项目，

将以沱江生态为基地，以“蜀人原乡”为内涵，

打造集实景演出、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于一

体的城市文化旅游休闲区。6 日晚，全国首演

的大型演出《只有峨眉山》也是文旅融合的标

志性项目。

中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辉认为，这些都可以看出四川文旅融合更

加紧密。去年该公司在眉山黑龙潭投资 400
亿元打造的文旅融合项目进展顺利，实际投

资已超过 100 亿元。

众多文旅融合项目，还涌现出不少新经

济、新业态。

除了集旅游休闲、动漫文创、电竞开发为

一体的天府国际动漫城备受瞩目。四川省电

子竞技协会也计划引入上下游关联企业，打

造集电子竞技研发、教育、赛事等为一体的产

业园区。“四川有大批动画制作专业人才，还

有‘王者荣耀’、电影《哪吒》这样的现象级作

品，以及数以十万计的二次元粉丝，动漫产业

前景巨大。”四川旅投董事长任丁表示。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牛

军认为，众多小而美的文旅新业态正在四川

成长，未来不仅将成为四川文旅产业新的增

长点，还将为文旅融合发展创造更多新经验、

新模式。

(郭静雯 辕文 何海洋／图)

连续三年获千亿元投资 投资商为何钟情四川文旅

大熊猫玩偶吸引了外国友人。

新县光彩实验学校“羚锐奖教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教师节：
犀浦的老师们好荣光

公司总经理郭建利

郭建利：做一个让消费者放心的企业

银光集团 TDI 生产线
党员“四带头”强化安全管理

东方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 14:00 在公司拍卖厅对
一批手表、贵金属等进行公开拍
卖。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0000
元。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请提前预约，我公司
将组织统一预展）；预展地点：北
京市朝阳区劲松六区甲 602 号
楼二层拍卖厅；公司地址：北京
市朝阳区劲松六区甲 602 号楼；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16:00 前携带有效证件前往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咨询电
话：010-66573668
中都京北渊北京冤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
10:00 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课
桌椅、三轮车等杂物一批。预展时
间：2019 年 9 月 18 日～19 日，预
展地点：标的所在地。拍卖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白浮泉路 10 号兴
业大厦南门一层。联系人：010-
89719011 曹先生 13681378278
2019年泰和嘉成常规拍卖会(二)
预展时间：2019 年 10 月 09 日
-11 日 9:00-17:00；拍卖时间：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3 日 9:30；
现场电话：010-67358114-8126；
展拍地点：首都图书馆 B座一层
第二展厅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
路 88 号；公司地址：北京市东三
环中路 55 号富力双子座 B 座
1602室；公司电话：010-58761988，
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监督、举报电话：51069502

●注销公告：成都人人休闲保健
中 心 （统 一 社 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8740334348K）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本企业，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90 日
内向本企业申报债权债务。
●北京开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办事处，注册号：企合川蓉
分字第 001865 号的注册证遗失
作废。
●注销公告：四川费米恩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63008791F）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佟轩健康咨询服务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
6DG69783）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金牛区戴梅梅健康咨询服务
部（注册号 510106602065815）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骏通房屋置换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62011022）营业执
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秀美源美妆美容服
务（成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5MA6CD07JX
N）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房谊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396946619Y）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琳峰物流有限公司（注册
号 510108000056654）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臻宸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1XM2E6P）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成都久长车业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5101090000
68300】经 公 司 股 东会 决 议 决
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7
000431606，公 章 ，编 号 ：5101
075030818，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75030819，法 人 章（ 姓
名 ：周 康 平 ，编 号 ：51010750
30820），遗失作废
●乐山市市中区极客数学帮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10128417601，开户银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博海路
支行，法人：吴洪龙，账号：
123963995069，声明作废
●成都德盛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开具给成都交投淮州新城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代 码 ：5100191130，号 码 ：
12050267，金 额 ：5630 元 ，
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成都市新航机械厂营业执照正、
副 本（注 册 号 ：5101250000044
16）及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税号：510114202580269）遗失
作废。
●四川全冠劳务有限公司，雷洪
燕，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证书，
证 书 编 号：川建 安 C (2019)01
00108；左 若 海 ，专 职 安 全 管
理人员证书，证书编号：川建
安 C (2019)0100109；曾 利 民 ，
企业主要负责人证书编号：川
建 安 A（2019）0100056；曾 朵
红，企业主要负责人证书编号
：川 建 安 A（2019）0100055，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数域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4MA62L30H1T）
遗失作废。
●锦江区海华真真服装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MA6C012M41遗失作废
●金牛区古莉文服装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600
300396 遗失作废
●成华区川骆俊商贸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DHUD82P） 遗
失作废。
●成都宝曼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201
2275 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510106774547595 及 组 织 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7454
759-5 遗失作废

●成都星辉共创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
证 编 号 ：SP51010915100207
00，遗失作废
●金牛区鸿达睡衣经营部（注册
号：510100600110638）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江建清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10101600055145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青木林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33194
79604）经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成华区柏丽斯特商贸部（统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8MA6
B4PEH6C）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鸣堂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7064317744
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蔚蓝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1X5
MN08）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名山县中强新能源产品经营
部（ 注 册 号 ：51312260006977
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亿景通讯器材销售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123579738682）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经成都市易龙行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7MA6DEF8LX2）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壹亿元减少至壹佰万元人民
币。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古道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01002007947）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经办人：菅洪勇
电话：13258307286

2019 年 9 月 12 日
减资公告

聚优尚家成都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34302
1268L）经股东会决定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
少至 5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金牛区杨仁义服装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
00743698，遗失作废

●成都华博网络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5000097703），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51010566045880X）
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蜀浩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12MA6CF6F96J）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洁霖环境艺术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注册号 5101070000588
58）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蜀西阁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69
号 11 栋 2、3、4 层 1 号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成都蜀西阁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9 月 12 日
●兰小丰身份证号 51152119890
3283491 四川师范大学工学院安
全工程专业 2013 年 6 月毕业，
报到证声明遗失作废！
●成华区川铁药店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85025461 遗失作废
●四川泰行长盛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备案通知书（成华）登记内
变（备）字[2015]第 000074 号，特
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保拉利丝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0753515508) 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川 AZ0755 道路运输证遗失。
●成都沃美斯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825028440）、财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8250284
41）、冯晓丽法人章（编号：5101
825028442）、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825034533）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维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86
338654L）股东决定注销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晖是美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6
845664508）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市金牛区四达商贸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2021
3211-6）、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85473）遗失作废
●成都详利鑫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
6CG3U99C）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成都余杨阀门有限公司（纳税
人 识 别 号 ：9151010607766103
4K）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1
万 元 ）10 份 ，号 码 ：02434208
-02434217、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票（10 万元）5 份，号码 0035235
1-00352355，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虎虎鑫源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999120
3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汇雅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0007496100894）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天运捷安物流部（注册
号：5101083409429）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张境原妇幼健康服务有
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5000297
878）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三只鸭子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5350648990P）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华耀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
A61R2PA26）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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