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喂，你好，这里是调度台，请讲。”

“我是综采二队的跟班队干韩志强，目前

井下 15160工作面 14、15架之间发现用水量
突然增大，约每小时 200方。”

5月 11日 15时，河南能源义煤公司新
安煤矿调度台值班人员接到井下汇报电话

后，立即向值班矿领导和应急救援部总指挥

进行了汇报，并迅速作出判断，启动停产撤人

的应急预案。

“现在 15区出现水情，所有 15区人员按
照避灾路线撤出到 15地面风井。”井下语音
广播和人员定位系统紧急呼叫功能，对井下

人员进行通知。调度室负责人向义煤集团调

度室汇报“险情”以及采取的措施，地测科负

责人也向义煤集团地测处汇报了情况。与此

同时，指挥部所有成员来到调度台集合，救护

队、医院的救援人员也乘坐车辆迅速到达 15
区风井待命。

机电科、运输队应急小组集结到井下 15
区水闸门，做关闭水闸门准备，相关排水设备

仍在正常运转，水量稳定。16时 11分，在该
矿 15区作业的 74人全部安全撤离到 15风
井地面。经过核点人员后，调度台向指挥长进

行了汇报。

“我宣布，水灾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演练结

束。集结待命人员撤回，恢复生产。”新安煤矿

应急演练总指挥长、矿长吕涛下达指令。在该

矿进行安全检查的洛阳市应急管理局赵建评

价道：“新安煤矿此次开展的水灾事故专项应

急救援演练，准备充分、方案完善、脚本详实，

组织有序，效果显著。” 渊侯丹冤

新安煤矿顺利完成
事故专项应急救援演练

“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

能兴旺发达。”5月 17日，在集体诵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金句声中，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北化研究院集团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听党话跟党走正青春”主题演艺落

下帷幕。

举办本次主题演艺是银光集团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

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
践。活动现场，分峥嵘岁月、时空之旅、强国有

我三个篇章，各代表队通过情景剧、相声、讲

述等形式，再现了建党建团以来一脉相承的

青春故事。

“我们通过一座时空美术馆，围绕青春怎

样选择，让今天的新时代青年和革命前辈对

话，感知革命前辈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精

神，让每一个还在迷茫的青年员工看到了自

己，给出了答案。”负责节目编排的企业青年

员工张明东深有感慨地说。

《1919》《敬告青年：为什么要建党》《风雨
同舟共赴国难》《边境守望者》……一个个红

色故事激情上演；李大钊、陈独秀、刘胡兰、抗

疫英雄、边境战士、冬奥会健儿……一个个时

代青年楷模，让现场观众沉浸在剧情中，感受

他们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青春

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并在心中泛起阵

阵涟漪。

自该活动开展以来，企业青年员工结合

生产实际，利用业余时间精心编排，弘扬各个

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银光青年

的精神面貌。“开展这样的主题演艺，不仅为

企业员工奉上了红色文化视听，更让青年员

工在自编自导自演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和教

育，进一步理性思考、凝聚共识，为建设美丽

银光贡献青春力量。”银光集团聚银公司团委

书记晏木林介绍说。 渊贾敏冤

■ 吴宏富

（一）

有越逾千载，何人不宦游。向来唯一范，

真足壮吾州。高躅今谁继，先生独再留。登堂

吊兴废，想像气横秋。

这是陆游写给同在京城为官的王十朋的

《送王龟龄著作赴会稽大宗丞》诗，作于绍兴

三十一年（1161）五月。是年王十朋 50岁。二
月，改除著作佐郎，力辞不许，除大宗正丞（掌

管赵家皇室事务），仍待次，得请主管台州崇

道观。五月十八日，去国还乡。诗题不曰送王

奉祠，可知此诗作于十八日之前。

此诗前半首称赞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任越

州知府的贡献，后半首肯定了王十朋签判绍

兴时取得的成绩，能继承范公衣钵，以民为

本，成为一名清明廉洁、克己奉公的好官。

自有越州（今绍兴）以来，至今已千余年，

到这里做官的只有范仲淹这样高尚风范的好

太守的行迹壮大了绍兴。如今谁来继业，只有

先生（王十朋）来继承发扬他的风范了。陆游

想象王十朋再次出任绍兴府后，一定会去凭

吊范仲淹的祠堂，浩然之正气将出现在绍兴。

陆游把王十朋与范仲淹相提并论，并称王十

朋为先生，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王十朋的崇

敬。

范仲淹于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至康定
元年（1040）三月，知越州。在任上，他邀请当
时著名学者李觏（字泰伯）来越州讲学，兴办

府学。下属官员亦因此重视教育，一时郡内多

置学宫，聘名儒主之。在卧龙山西之凉堂西岩

下发掘废井，得泉甘而色白，夏如咀轻冰，冬

如得阳春，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

侧，曰清白亭，并作《会稽清白堂记》，宣扬“清

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褒扬越州历史上

爱国名臣范盠和诗人贺知章，重视保存越州

的文化古迹，并且关心下属生活。越州户曹孙

居中病死，遗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和年轻的妻

子，即以“俸钱百缗周之”，郡官亦纷纷解囊相

助。范仲淹离任后，越州百姓感其清白德义，

曾建“希范亭”于卧龙山，又建“百代师表”坊

于府治前，以为纪念。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

中赞誉“国朝逮今，盖百余政，前有文简，后有

文正，题名所记，比唐为盛。”清代悔堂老人在

《越中杂识》中注解说，宋到越州做太守而有

题名的，“始于毕文简士安，而最贤者范文正

公”。自此，清白堂和清白泉作为一处有深刻

教育和儆戒意义的设施，在绍兴府衙中曾得

以长期保留。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浙
江温州乐清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教

育家和爱国名臣，被宋孝宗赞为“南宋无双

士，东都第一臣。”绍兴二十七年（1157），46岁
的王十朋以万言《廷试策》一举殿试夺魁，被

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南宋的科举制度，中

了状元以后，并不能马上就任地方政府“一把

手”。当时，绍兴作为南宋都城临安的陪都，地

位十分显要，因此朝廷将王十朋这位新科状

元授官于绍兴，初授左承事郎签书建康节度

使，后高宗下诏“王十朋系朕亲擢第一人，欲

试以民事，尚待远缺，可特添差绍兴府签判”，

协助州长官治理郡政。王十朋自绍兴二十七

年（1157）十二月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二
月，签判绍兴，事必躬亲，断案“裁决如神，吏

奸不行”，初试民事便有政声。

王十朋敬仰范仲淹的清白之风，把范公

作为自己的为政楷模，步其芳踪，诗吟《清白

堂》《清白泉》，参与修葺“范文正祠”，并作诗

以纪盛事。今天，范仲淹当年所建亭台楼阁早

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他所命名的清白

泉，依然还在府山上静静地流淌着千年之前

一样的清白之水。

现清白堂系 2006 年重建，位于清白泉
（今在越王殿下）之西侧，四角攒尖顶，飞檐翘

角，亭上悬“清白”牌匾，系范仲淹手迹，亭柱

楹联“钱清地古思刘宠，泉白堂虚忆范公”，取

自王十朋的《清白堂》诗。绍兴文史专家何信

恩主编《清正如镜照古今》一书，书中录有 85
名绍兴籍和在绍做官的清官，其中载有《王十

朋勤于民事》一文。

（二）

王十朋是个刚正不阿的廉吏，才华横溢，

留恋会稽山水，写了很多吟咏绍兴的诗文，特

别是《会稽三赋》，影响最大。他很崇仰范仲淹

的清白之风，到绍兴做签判时，一上任就把办

公用的签判府改名为“民事堂”，就是要彰显

范仲淹那种为民办实事的作风。他在所作《民

事堂》诗序中言：“某误蒙亲擢，赞幕会稽，天

语丁宁，俾知民事。闻命惊惧，愧不克堪。因榜

所寓廨舍曰‘民事堂’，庶几朝夕不忘圣训，仍

书五十六字以自警，时绍兴丁丑十有二月

也。”

清白堂

春秋时期哲学家范蠡、北宋文学家范仲

淹，是中华家族清白家风的标杆，范家的先忧

后乐思想和清白为政为人的家风，历来受到

人们崇敬。入仕前，王十朋作有《国朝名臣

赞》，其中一篇《范文正公》的赞词是这样写

的：

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

容。才兼文武，躬履仁义。出将入相，十才一

试。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王十朋对这位先贤的情操、志向和高尚

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仰怀范公业绩，感叹

自己出生晚而未能与范公相遇，表示自己的

耿耿忠怀。如今来到了绍兴，怎能不前往一拜

谒？绍兴二十八年（1158），待日常事务处理妥
当之后，王十朋即前往绍兴府山，拜访了范仲

淹发掘的清白堂，并赋同名诗一首，向偶像致

敬。在这位状元公的笔下，卧龙山之泉流淌着

清白文化：

钱清地古思刘宠，（自注：钱清，地名，父

老送刘宠处。）泉白堂虚忆范公。印绶纷纷会

稽守，谁能无愧二贤风。

《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载：“清白堂，在蓬

莱阁之西，卧龙山之足。康定中，范仲淹所作。

按：仲淹《堂记》云：获废井，泉清而色白，因命

其堂曰清白，庶几居斯堂而无忝其名。堂废不

存久矣。嘉定十五年，汪纲命访其所，云都厅

即其处也，乃别创都厅，重加整葺，而复范之

旧匾。”《越中杂识》亦载：“清白堂，在府治。宋

康定中，范仲淹守越时建。嘉定中，郡守汪纲

重建之。康熙间，知府俞卿改建于大堂之东。”

诗中的“钱清”，在绍兴市西北四十二里，

旁为浦阳江，今名钱清江。“刘宠”，即东汉有

名的“一钱太守”。他上任会稽太守后，奖励农

桑，重修水利，废除苛捐杂税，为官清廉温厚，

深得百姓爱戴。《后汉书》说：“宠治越，狗不夜

吠，民不见吏，郡中大治”。不久，因为政绩卓

著，朝廷征调刘宠入京，任命他担任将作大

匠，相当于建设部长。临行前，众多百姓纷纷

赶来送行，有几位从深山中走出来的老人，每

人以百钱相赠。刘宠再三推辞，但盛情难却，

最后象征性地收了每人一文钱。一出山阴县

界，他就把钱投进江里，真正一钱不取。后人

为纪念他，就将此江改名为“钱清江”。“泉

白”，泉水清白。“虚”，空旷。“范公”，即范仲

淹，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出知越州。“印
绶”，官印和系印的丝纽，指为官的印章。“会

稽守”，指代越州知州，与汉代之会稽太守同

级。“二贤”，指汉刘宠和宋范仲淹。“风”，风

范，正气。

诗人由卧龙山州治旁之清白堂，联想到

命名者范仲淹之清白风范，进而联想到汉代

刘宠之清白为守。前两句赞美他们清正为民

的风范；后两句这一反问，既是勉励自己，也

是告诫后继者应该无愧于绍兴历史上这两位

名宦，秉承二贤遗志，以清白自律，教化百姓。

按，此诗曾列入 2018年浙江省绍兴市中考语
文试题。

清白泉

《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载：“清白泉，在府

西清白堂侧。范文正记云：西岩下获废井，泉

甘色白，渊然丈余，引不可竭。王十朋《赋》云：

啜茗于清白之堂，漱齿于清白之泉。”

介于今天越王台与越王殿中间，在越王

殿西脚下，有小水池三口紧挨。岩壁上书有不

大显眼的“清白泉”三字，清白泉就在此处。池

东南角有泉水涓涓流出，晶莹洁白。以口尝之

“甘液华滋，悦人襟灵”。此为清白泉泉水。这

是一口伟大的水井，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千

百年来，都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范仲淹通过清白泉讲了一个道理：理天

下，如同理井，不治就会百废不兴；好好治理，

就会清流不断。王十朋十分赞同这一形象的

说法，于是作《清白泉》诗：

圣人达节犹憎盗，志士清心肯饮贪。试问

卧龙山下酌，世间无似此泉甘。

范仲淹当年把此处定为清白泉，又修以

清白为名的堂和亭，确实是颇有一番用心的。

范仲淹的老师杜衍的女婿是北宋著名文学家

苏舜钦，范仲淹与他是莫逆之交。据说当时有

人欲倾杜衍，便诬苏舜钦卖官纸肥私，杜衍因

此名声受损，范仲淹也受牵连。范仲淹到越州

后，为排愤懑，将此处的泉、堂、亭都以“清白”

名之，意在为老师、好友和自己辩白。并在《会

稽清白堂记》中，以井卦设喻，以井德立言，在

文章中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

迁”，诚恳告诫为官者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

守不移；“所施不私”，真心期望为官者清正廉

洁、不徇私情等“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

规”，字里行间充溢正气。这里，不仅隐寓了对

不清不白，不以国家为重，假公济私，毫无操

守的贪官污吏的谴责，也是他对当时贿赂成

风的官场开出的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告诫

为官者，当清白干事，理天下如同理井，不治

则百废不兴，治则清流不断。范仲淹以“清白”

励官吏，亦以此自励并力行。这位在《岳阳楼

记》中留下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前贤，其用心“清白”的含义，

当是更为广泛和丰富，其寓歌颂和鞭挞之意，

后人自当明之。

至今，卧龙山之上的清白泉千年不绝，汩

汩而流，象征着古城不绝的清韵与世长存。

清白亭

清白亭，位于府山越王殿前，因旁有清白

泉而得名。亭边菊花吐香，傲然开放，与清泉

相映，能令人感受到浩然正气。“明珠遥吐卧

龙头，渐觉清光万里浮。人望使君如望月，学

须如镜莫如钩。”卧龙山清白文化激励着一代

代绍兴为官之人。

分茶，是中国古代的茶俗，始于晋代，唐

宋时期十分风行。绍兴二十九年（1159）中秋，
王十朋参与了知府王师心宴客蓬莱阁，分茶

赏月于清白亭，宴座上十朋与幕僚品茶、赏

月，即兴赋诗二首：

使君开宴小蓬瀛，幕客参陪亦与荣。茗煮

寒泉饮清白，酒斟佳月赏分明。

其二

白发青衫老幕官，蓬莱秋月两年看。兴来

端欲乘风去，不怕琼楼玉宇寒。

此诗第一首“茗煮”句把饮茶和亭名联系

起来，突出了茶事清净典雅的本质特征。第二

首开头的“白发青衫”把自己地位和年岁的不

相称，形象地显示出来，并表示必欲乘风高

举。诗中“乘风”联想的触发物既是月，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有“我欲乘风

归去”句；卢全的“七碗茶诗”中有“七碗吃不

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句。

“要将清白风无垠，庶俾范公遗志伸。”王

十朋在诗中不仅提倡范公忧国忧民“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政风教，更

是唤起当今恢复中原、廓清边尘的爱国思想

精神。

2022年，是王十朋诞辰 910周年。我们相
信，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资源，持

续深化拓展延伸清白文化建设，同时插上信

息化的翅膀，穿越千年的清白文化必然越沉

越香，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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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劳模，这次没上台领奖，心里啥滋

味？”

“看到他们上台领奖，即使自己不在现

场，看直播，一样很激动！”。5月 20日，第二次
荣获安徽淮北矿业集团“劳动模范”称号的孙

疃矿综采一区副区长郑诗亮在会议室观看直

播时，听到工友问话回答道。

不久前，刚刚由生产一队队长选拔到副

区长岗位上的郑诗亮因当天中班带班，无缘

到现场领奖，便与工友一起坐在会议室，通过

电视直播的方式观看大会盛况。不善言辞、勤

于思考、敢于攻坚、善打硬仗是郑诗亮身上最

显著的“标签”。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 20多
年，他积累了丰富的现场管理和班组管理经

验。2011年 11月,在全国班组安全建设与管
理优秀成果发布会上,综采一区生产二队获得

班组安全建设与管理成果一等奖，这也是当

时安徽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基层煤炭企业

班组，当时的郑诗亮正是生产二队队长。这么

多年来，他带领班组多次被淮北矿业集团、矿

评为“标准化班组”“标杆班组”，个人多次荣

获集团“金牌班组长”、矿“安全管理标兵”等

称号。

“和以往相比，感觉身上的压力更大、担

子更重。以前只管理一个队，现在要配合区主

要领导管理全区。再说如今工作面投入的新

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比较多，年底智能化矿

井建设将迈入实战阶段，这就要求我不但要

向台上的先进学，向身边的技术员学，还要向

书本学。”谈到今后的工作打算，郑诗亮笑着

说。

渊张雯冤

王十朋诗说“清白”

“看直播，一样很激动”

自编自导自演 激荡青春力量

银光集团举办“听党话跟党走正青春”主题演艺

5月 18日，川中油气矿仪陇作业区“强
管理金点子征集活动”火热启动，致密气集气

站站长蒋勇晒出“成绩单”：通过优化运行脱

水脱烃装置，月节约用电 67200度，降低用电
成本 5万元。
致密气集气站是作业区新投产站场，担

负着中浅 1井区所产天然气的集输任务。每
天约 25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经过这个站脱水
脱烃处理后，输入北外环管道。

“设备多，用电也多。”自去年 12月集气
站投产以来，每个月高额的电费单，让蒋勇

“触目惊心”。随着 3月底“冬供战役”结束，在
关停或降温运行站场生产加热设备后，蒋勇

的目光锁定站场最大“电老虎”———乙二醇再

沸器。乙二醇再沸器是脱水脱烃装置的一个

重要设备，运行耗电量高达每小时 120度。既
要保障正常生产，又要优化运行时间，成为蒋

勇的攻关课题。

查阅相关资料、调整药剂比例、摸索运行

工艺……经过 1个月摸索试验，一套适合集
气站的乙二醇循环使用工艺被固化。“再沸器

运行 1天，可停用 14天，能保障目前工况下
的生产要求。”站场员工纪伟每天监控装置流

体温度和乙二醇的循环量，坦言，设备优化运

行的前提条件是对设备性能、原理的熟悉掌

握。

与致密气集气站让设备“休长假”不同，

龙岗气田的气田水回注系统却是开足马力

“加夜班”。“利用晚上时间注水，可节约一半

的电费。”龙岗气田西线中心井站副站长李雪

波介绍，根据电网波峰、平段、波谷电价差异，

统筹调整转水、注水系统运行时间，是能看得

见、算得出的提质增效手段。

除了站场设备和系统的优化运行，该作

业区还紧锣密鼓实施电力设施改造：拆除公

39、17等 10座场站高压供电线路及变压器，
就近接入农村电网，减少用电成本和高压线

路巡检费用；推广智能温度控制器实现无人

控制电伴热带的启停，降低电伴热带的耗电

量……在广袤的油气田，“节电模式”已全面

开启。 渊王涛 赵阳春冤

设备“休长假”系统“加夜班”

川中油气矿仪陇作业区
全面开启“节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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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8日，四川易来运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商报》
刊登的遗失公告，公章编号
5101160090008，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
0105MA62C6R979， 李 学 根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160099696，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16009000
9，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5520
4335，现因原件找到，特撤销
原遗失声明，原证件继续使用。
●减资公告：四川小霖商贸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510100MA61TC9M7P）经股东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200 万元
人 民 币 ，本 公 告 见 报 之 日
45 日内，请本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太平克云
茶楼持有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0M
A62MELJ7A遗失作废。
●四川省众诚优创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DG
2651W)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致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
MA6B6KF35T），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
减少到 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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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自贡能达物流有限
公司川 C 2 8 1 38、川 C 6 0 8 85、
川 C 65 9 3 5、川 C 56 5 1 0、川
C 5 11 8 挂、川 C 8 67 6 挂、川
C 9 95 1挂、川 C 8 7 62挂车辆道
路运输证 ,证号依次分别为 :
5 1 0 30 2 0 0 05 6 0;5 1 0 30 2 0 01 4
8 3;51 0 3 02 0 0 03 9 9;5 1 0 30 2 0 0
1 4 7 0;5 1 03 0 2 00 0 5 6 1;5 1 03 0 2
0 0 1 45 8;51 0 3 02 0 0 1 47 3;51 0 3
0 2 0 01 4 7 2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天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开具给新龙县环境保护和林
业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 :5100163320，发票号码 :
06584150，发票金额:97500.00元)
遗失，申明作废。

●成都陆零叁广告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滨江支行武侯大道分理处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52
129101，账 号 ：4402264109100
038427）声明作废。
●川 A4RG67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遗失.
●成华区口口妙鸡汤饭餐饮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JY25101080195460）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关于现有民办学校分类
登记工作的通知》（成教办
〔2020〕14 号）文 件 ，成 都 市
郫都区金苹果西区花园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
24765362732Q）经理事会决议
定转设为营利性幼儿园，拟注
销“成都市郫都区金苹果西区
花园幼儿园”民办非单位法人
主体，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
市郫都区金苹果西区花园幼儿
园申请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江安县顺港二手车销售有限
公司法定名称章编号 511523502
6612 发票专用章编号 5115235
026614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152
35026613 瞿江海法人章编号
5115235026615遗失作废。
●四川巨浪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发票章编号 5115040043752
遗失作废。
●四川丹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7MA635Q3Y6A 遗
失作废。
●四川立可交通设施安装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7MA61RDRC1B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弘毅兴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编号：JY35101160051754）
遗失作废。
●关于大有众创印章遗失声明
四川大有众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85426570，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四川大有众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卓然副食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12600341660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15101120
033592遗失作废。
●成都市雅琪标识标牌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1RL
HT96）遗失作废。
●成都索迈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章吴昌海（编码 5101095010694）
销毁证明遗失。
●龙泉驿区茶店镇正兴饭店税
务登记证副本川税字 51012419
6602246029号遗失作废。
●崇州市佳佳钰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代码 :91510184MA7E
Q6203G】正副本遗失作废
●大邑县苏家镇梓潼村 1 组刘
志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14205010029J遗失作废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遗失电信发票 2 份（发票
代码：5100211130、发票号码：
05126472，金额：796.14 元，发票
号码：05265445，金额：1368.86
元），声明作废

●河北千喜鹤饮食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蓝光食堂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5101090164999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青羊区包鲜生包子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1510
1050107084）副本遗失作废。
●董万心身份证 5113211998091
74540于 2022年 5月 17日遗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与本人无关。
●四川瑞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备案编号：川蓉食药监械
经营备 20160362号）原件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中盛鼎辉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0833251760）正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梓州到家便利店公章
（ 编 号 ：5101096219913）、财
务专 用 章（编 号 ：5101096219
914）、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5
101096219915）、邱 钦 煌 法 人
章（编 号 ：5101096219916）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盛捷汽车美容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
08000318985）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华区刘明生商贸部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
0108MA6C8CD914)正副本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逸莱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邹胜伟法人章（编号：510110
023368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圣特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101
095977572）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6年
06 月 05 日颁发的注册号 5100
00000272990的四川恒宇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1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2022年 5月 23日
●成都市龙泉驿区金龙山公墓
公 章（编 号 ：5 1 0 11 2 5 02 7 1
0 9）、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 1 0 11 2 5 02 5 0 5 0）、发票专用
章（编号：5 10 1 1 25 0 2 11 4 8）、
法人章张华（编号：5 1 0 11 2 0
1 5 2 38 6）均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江山永盛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
3270837092）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册资本 由 贰亿 元 整 减少 到
贰拾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往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普罗斯特餐饮娱乐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 51010420
04061）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
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
四川中成久远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6MAACGCFA3G）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
减少到 66.88万元，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前往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成都市灵山鑫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075397225X）正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品创家居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2KM340U）正副本、
开户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基本存款账户编号：J65101
52897501，账 户 号 码 ：128911
864510201，开 户 银 行 ：招 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阳支
行）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锦江爱康国宾红照壁体
检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5044165），发票专
用章（编号：5101045044216）均
遗失作废。
●武侯区一缕阳光电器维修服
务部（注册号 :510107600756029）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经四川博得蔺州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
MA61XJJQ4Y）股东会决议决定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减少至壹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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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宜宾市翠屏区姝影建材经营
部公章（编号：5115020096776）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