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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

大赛创业扶贫暨乡村振兴主体赛及“渝创渝

新”我的乡村土货节在重庆巴南万达广场热

闹开幕。

据悉，此次活动持续至 20 日，是巴南区

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

期间，人们可以一边品尝原滋原味的乡村土

货，一边观看创意十足的项目比拼。

本次活动分为创业扶贫暨乡村振兴主体

赛赛事和“渝创渝新”我的乡村土货节两大部

分，采取大赛与土货节配套开展的创新模式，

选手赛事比拼与优秀创业者项目展示交易、

“我的乡村”主题摄影展、“我的乡村”主题盆

景展、本土创业大咖分享会相结合，与原创创

业文化活动、原创快闪表演、原创情景音乐剧

表演等一些列活动相结合，亮点纷呈，形成了

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据了解，乡村振兴主体赛赛事吸引了 413
个项目参赛，每个类别赛出 10 个项目进入决

赛。决赛获奖项目除获得丰厚补助金外，还将

组织参加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生态峰会，

和投资机构、人力资源公司、创业导师、行业

龙头企业等创业要素资源深入对接。

记者现场看到，“渝创渝新”我的乡村土

货节更是吸“睛”又吸“金”。土货节由“我的乡

村”土货集市、“我的乡村”主题摄影展、“我的

乡村”主题盆景展、“我的乡村”线上平台、原

创创业文化展演 5 个部分，汇集了全市 280
余个农特产品，60 幅优秀摄影作品和 200 余

盆优秀盆景作品进行现场展示。

在土货展区，丰都鬼城麻辣鸡、城口老腊

肉，云阳桃片糕点等 280 余个土货分成各个

特色展销窗口，吸引市民争先品尝、购买。摄

影展区，从重庆市范围内评选出 60 幅乡村主

题的摄影作品既亲民又接地气。这些作品以

广袤的田园作为背景、绿水青山作为线条，勾

勒出重庆作为山水城市的大气、景色壮丽。路

过的重庆市民纷纷驻足，有人仰头认真观察

画作的细节，有人肆意打量着画作的韵味。盆

景展区，一盆盆姿态各异、造型别致的盆景引

入眼帘，有的缀满鲜红的山楂，有的营造出

“悠然见南山”的恬然意境，观察越发细致，越

能感受到盆景大师独到的艺术匠心和神采风

韵。

此外，主办方还准备了近 5 万元的“土

货”和 10 万元的活动吉祥物等文创产品供市

民抽取。同时，“渝创渝新”我的乡村线上平台

也在当天正式上线。为参加“渝创渝新”创业

创新大赛的参赛选手和众多小微创业者提供

公益性的线上展示及交易渠道，让其成为小

微企业创业者的好帮手，助推地方经济的发

展。 渊敬一博冤

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李为民致辞。

第三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主体赛
暨乡村土货节开幕

■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近日，记者在成都市青羊区民兴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所的考场看到，国家级茶艺师鉴

定考试正在有序进行。此次的鉴定考试得到

了成都市鉴定中心唐老师的高度认可和赞

誉；同时也得到学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

在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原2021 年）》中指

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

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

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坚持需求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适应

人民群众就业创业需要，大力推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

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李克强总理在 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实施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加快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

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

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为全面提升全民技能提升和劳动者职业

素质和就业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都民

兴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进行了广泛的全民

技能提升工作和政策的宣传。

成都民兴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是经成

都市人社局及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是通过国

家认证的、专业的正规的的培训机构。学校拥

有理论教学室、茶艺师操作间、家政服务操作

间等完善的教学，学校环境优美、规模大，设

施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有来自各大茶艺

国家级技师对学员进行专业的系统性培训。

学员毕业考试后，通过国家技能鉴定考试获

得资格证，可安排相关专业实习及上岗服务，

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设施设备，雄厚的师资

力量，完美的培训体系。

成都民兴劳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是经

成都市人社局批准，由成都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审查成立的，对茶艺师、保育员等工

种进行的国家资格证鉴定单位。鉴定所一贯

秉持“持证上岗”，鉴定为培训把关，就业为鉴

定把关的理念，赢得了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

的高度认可及赞扬。

学校以从事茶艺 15 年的曾福银作为带

头人。曾福银是茶艺专业的领航人和开拓者，

常年深入全国著名茶区进行交流学习，尤其

擅长对名茶及紫砂壶的研究；渊博的茶艺知

识、严谨的实操训练、风趣的教学语言，拥有

丰富的茶文化类教学经验,深受学员喜爱 ；常

年受聘于成都市就业创业培训指导中心、成

都大学旅游学院、成都托普学院、成都益成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任成都大学创客中心茶产

业创就业指导老师、茶产业人才孵化研究员，

任成都机电工程学院茶艺师培训鉴定组组

长、任四川师范大学茶艺师选修指导员。

蒋兴钏，从事茶艺工作 20 年，为成都茶

艺师从业先驱者，在茶艺培训、茶道培训、茶

会策划、茶产业创就业指导等方面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1998 年以来，为茶文化企业，成都

市就业局，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大学，西华大

学，四川工商管理学院担任茶艺老师，管理

者，教学严谨，作风务实，深得学员和企业好

评。其事迹曾被《企业家日报》等多家媒体报

道，被评为成都市就业创业培训指导中心优

秀老师。

茶艺师严格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茶艺

师资格标准进行教学。（理论加实际操作）以

茶艺为主线，以茶和食品科学为基础，系统介

绍国内外饮茶习俗以及饮料调制技术等方面

的知识，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多种茶

叶泡饮方式，培养其相茶艺师的技能。

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专业技术工

种必须“持证上岗”的规定，所有培训学员可

以申请参加专业技术鉴定，专业理论考试与

操作技能考核，成绩合格颁发国家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成绩优秀的学员考取证书后推荐工作。

随着近年来茶文化在大众中风行，各地茶楼

茶馆纷纷兴起，茶艺师作为一个全新的职业

正悄然走俏，这是一个既可以修身养性又可

以高收入的职业。

成都民兴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法人代

表张野表示:“民兴作为一所资深的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我们以‘创全国最好的茶艺品牌’

为企业目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各项

工作扎实推进。新时期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

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要更新观念，解放思

想，优化培养目标，提高人才综合素质，为国

家、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要求的有

用之才尽一份绵薄之力。”

■ 周安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启动

后，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牢牢把握主题教育

总要求、根本任务、具体目标和重点举措，聚焦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主线和省市区的具体指示要求，按节点目

标持续推动主题教育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学原著袁 贯穿教育全过程遥 在主题教育

中，按照“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原原

本本学，原汁原味学”的要求，街道班子成员

妥善处理工学矛盾，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

干，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系统学+分类

学”、“集中学+自学”相结合，重点学习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纲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等规定学习读本，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特别是对郫都区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在学习中，大家带着“入党为

什么、在党干什么、为党留什么”等问题学习，

并把学习贯穿于主题教育全过程。

搞调研袁深入基层访百姓遥 街道班子成员

在调研中，深入社区，进单元、上楼梯、到住

户，走进人民群众中，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

上，与群众亲切交谈，倾听群众真心话，体察

群众情绪，感受群众疾苦，了解民情，掌握实

情。积极解答、解决各种问题。并带头做到“讲

一次党课、参加一次基层动员会、联系一个基

层党支部、指导一个基层单位工作、撰写一份

调研报告”。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班子成员

共下基层 31 次，走访群众 160 余人，接待群

众来访 20 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 26 条，形成

了《以 TOD 综合开发引领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建设》、《构建优商亲商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锦园党建引领

安置小区社区发展治理创新》等调研报告 9
篇，出台解决问题举措 30 个，两级班子讲党

课 30堂。

做研讨袁 畅所欲言听心声。9 月 26 日下

午，街道党工委组织了街道群众党员、青年党

员、基层书记、中层干部代表和班子成员，就

如何打造犀浦“幸福街道”，让人民群众包包

鼓，让犀浦道路畅、环境好，让政府服务优，围

绕“党建引领思路；文化引领行动；抓好特色

经济；打造公共空间；提档升级管理；补齐发

展短板；建设休闲公园；抓好社区治理”八个

方面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与会同

志各自分享了自己读书的初心、学习的初心、

参军的初心、入党的初心、从政的初心、干事

的初心，谈了工作的使命、干事的使命、为民

的使命、有责的使命、完成艰巨任务的使命。

求实效袁出台野五个十冶工程遥 为使村社区

抓深、抓细、抓实社区发展治理工作，让“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看得见、摸得

着、能体会、感觉好的实际成效，犀浦街道确

定了打造村社区“五个十”工程、街道开展“三

个十”活动。“三个十”活动：一是推选 10 个义

务宣传员成立宣传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宣传爱国情怀、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向

身边人讲好犀浦故事；二是成立 10 支党员特

色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带领理发师、医疗人员

等党员志愿者，进村社服务小区居民；三是培

育 10 个党建示范项目。犀和社区的“三百”工

程、犀牛社区的微爱活动、梓潼社区的一元基

金、大都会社区的青青小屋、锦园社区的花香

小区、犀浦村的国学讲堂、犀池社区的狮舞中

国、五粮村的爱心助学、珠江路社区的老旧院

落共建共治、泗合社区的红色文化。“五个十”

工程：每个社区联系 10 个共建单位、打造 10
个幸福公共空间、办好 10 件百姓满意小事、

培育 10 个社区乡贤骨干，每个党员联系 10
户小区困难居民。

抓整改袁民生诉求得改善遥万福村党组织由

于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在推动重点工作方面

有畏难情绪，主动解决问题的信心不足，群众认

可度不高。在主题教育中，街道以自查和上级巡

察出的问题为抓手，以准、狠、韧、快为要求，党

工委书记亲自联系该支部、街道办副主任定点

到该村：帮助梳理情况，拿出解决问题方法，配

齐配全“两委”班子，优化后备干部队伍，优化阵

地建设，优化基础设施，扎实开展社区治理。通

过整改，“两委”班子战斗力明显增强，自身综合

素质明显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办法明

显增多。群众反映的大件垃圾问题得到清理，僵

尸车辆问题得到清除，违章搭建问题得到处理

等问题正陆续完善。

不负“粮”心，
上汽红岩开创
粮食运输新概念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9 日，第六届中国

国际物流发展大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盛

大举行。展会上，来自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的车挂一体

铝质轻量化粮食运输车凭借其“安全、可靠”

的产品属性引来大批观众围观。不仅如此，该

车轻量化的铝制货仓、强大的保鲜功能、全新

的安全保障系统，也成为了用户关注的焦点。

科学减重，一路保“鲜”

上汽红岩车挂一体铝质轻量化粮食运输

车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科学减重，挂车用铝

量大于 90%，使其自重仅 5.8 吨。相比于传统

钢质货仓，该款车型减重 40%，装载量大大提

升，同样的货物量不用再跑两次，运输效率

“肉眼可见”。不仅如此，轻量化车身使其百公

里耗油量直降 5%以上，燃油经济性显著提

高，间接提升用户收益。

此外，防水、防潮、防尘、防泄漏、不易锈

蚀的特点是采用铝制货仓的另一大优势。在

温度、水分和氧气等方面为粮食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贮存空间，大幅降低了粮食在运输途

中的损耗率，进一步提升贮存时间，简直是一

个“行走的粮仓”。

全面武装，保障安全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汽红岩车挂一体

铝质轻量化粮食运输车在主、被动安全方面

“下足了功夫”。驾驶室四点悬浮安全设计、发

动机缸内制动等被动安全系统的应用，在发

生意外时，极大地保障了驾乘人员的人身安

全。

传统的安全配备在安全防护的效果上略

显“被动”，针对这一问题，依托最新的智能网

联技术，上汽红岩为该款车型搭载了 ADAS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开发

的 DMS 放疲劳驾驶预警系统，变“被动”为

“主动”，将安全保障全面升级，也令卡友将安

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

题。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粮

食安全白皮书》。其中提到，我国人口占世界

的近 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 1/4。然而，我

国每年仅在运输环节造成的粮食浪费就高达

数百亿斤。

如何避免运输途中的浪费，不仅是目前

粮食运输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保

障粮食安全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随着消费

水平的提升，国民对粮食品质和新鲜度的要

求越来越高，如何在运输途中保证粮食的“品

质如初”，也是粮食运输车制造企业不断思考

的问题。

作为我国首个重卡合资企业，依托 IVE原
CO先进的重卡技术，上汽红岩为粮食运输行

业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解决方案。而将物流

市场的需求和专用车的高品质、高性能的产

品发展趋势完美结合，也是上汽红岩多年来

一直受到广大用户青睐的重要原因。可以预

见，在粮食物流运输行业的广阔市场中，上汽

红岩车挂一体铝质轻量化将有不俗表现，广

大卡友也到现场一睹了上汽红岩车挂一体铝

质轻量化粮食运输车的“真容”。 （杨建冤

成都犀浦街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注重学深做细做实

考试现场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促进职业技能大提升
———记成都民兴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注销公告：成都逸嘉贸易有限
公司（注册号：51010500008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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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伊佳丽服饰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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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成都市金牛区黄忠街 8 号 3
楼 3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伊佳丽服饰有限公司清算
组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成都疯狂河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53991420508）
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钟氏牛肉批发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0600184918）遗失作废
●成都荣品行商贸有限公司高
新区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9504594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蓉意办（成都）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4MA6C68U8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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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康威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95917
1385）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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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川悦飞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W0T08E）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
仟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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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美格莱尔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3193
1117Y）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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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咣简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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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肖二南巷
8 号 3 楼附 709 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成都咣简商贸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乐淘
超市，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0110600051943）遗失作废
●徐琴会遗失身份证，证号
510525199005143023，声明作废
● 熊 伟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510122199509208117，声明作废
● 邱 雨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510122199708071571，声明作废

●成都贺虹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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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肖二南巷
8 号 3 层附 691 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成都贺虹商贸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四川骏永德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510108000250509）；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代码：
08062020-9）；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税号：510108080620209）均
遗失作废。
● 夏 海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5116021993052978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众合森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CHF5JX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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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江涛遗失身份证，证号
51132419920412085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西贝李刚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1WJ1K5W），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由 1000 万元减少到 500 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公司(注
册号：510100181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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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相
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天海电子工程公
司(注册号：5101001805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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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时代电子信息发
展公司(注册号：201994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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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四方电子系
统 工 程 公 司（注 册 号 ：201982
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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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科信技术开发公
司（注册号：5101001807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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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康明科技实业公
司（注册号：2019435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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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医学研究所

（注册号：2019498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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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三联光纤技术研究所（注册
号：510100181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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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海普光电公司（注
册号：201928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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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佳源科技发
展公司（注册号：289671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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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电子科技大学时代电子信息发
展公 司 时 代 书 店 （注 册号 ：

989765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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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成都浩兴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0MA61R3W24X）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详利鑫商贸有限公司在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10110766801）遗
失,声明作废。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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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致诚（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 10 时举办欧洲水晶专

场拍卖会；11 月 3 日 10 时举办欧洲银器专场拍卖会；11 月 6 日
10 时举办烟具杂项专场拍卖会；11 月 7 日 10 时举办珠宝、茶具、
香炉等杂项专场拍卖会；11 月 8 日 10 时举办古典打字机、放映机
专场拍卖会；11 月 9 日 10 时举办欧洲水晶专场拍卖会；11 月 10
日 10 时举办日本艺术品专场拍卖会；11 月 11 日 10 时举办字画
专场拍卖会。预展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正东国际大厦 B 座南门9
层；预展时间：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8日；拍卖地点：京东网络拍
卖平台；获取电子图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嘉致诚”；联系电话：
18515030007、010-68578480 朱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