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越边境地区的太阳幽谷
景区，厕所建筑借鉴了中
越边境民居风格，黄墙黑
瓦，古朴自然；同样位于边
境地区的明仕田园景区，
厕所建筑犹如幽静的农
舍，矗立在稻田溪流之间；
地处南宁近郊的青秀山景
区，厕所内竟然生长着一
棵榕树……

记者近日跟随文化和
旅游部“厕所革命”督查检
查组在广西采访时了解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厕所革
命”，统筹各地各部门力
量，把“厕所革命”作为重
要民生工程推进，尤其注
重“厕所革命”与全域旅游
相结合，把厕所建成“美
景”，为游客增添一分舒
适，为广西旅游加分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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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厕所革命”在大步向前的同
时，也面临不少难题，比如资金缺口较
大，筹资渠道较少；审批环节较多，手续
繁杂；部分厕所运行管理不到位。当前，
广西正在全力攻克难题，推动“厕所革
命”向纵深发展。
南宁是“全国厕所革命先进市”之

一。南宁市旅发委副主任刘玄介绍，下一

步，南宁市将把旅游厕所建设指标纳入
各地各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范围，结
合国家层面、自治区旅发委旅游厕所 A
级评定工作部署，将旅游厕所建设作为
创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A级旅游景
区、星级旅游饭店、乡村旅游点等评定的
重要指标，“问题厕所”实行“一票否决”。

大新县目前正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工作，大新县副县长赵小凤介绍，该
县坚持“建管并举，重在管理”，建立健
全厕所维护管理制度，切实做到专人管
理、专人保洁，按规定时间和服务标准
对游客免费开放。同时，积极探索个性
化、市场化、社会化建设管理机制，创新
“以商管厕、以商养厕”，推进厕所建设
管理市场化。

李广军说，在自治区层面，广西将在
争取国家旅游厕所专项经费的基础上，
充分整合自治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市
政建设专项资金等，通过“以奖代补”的
方式鼓励各地积极推进公共厕所建设。
同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各地倾斜和
支持，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据中国旅游报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从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根据四
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四川省扶贫和
移民工作局《关于开展省级旅游扶贫
示范区(村)和乡村民宿达标户创建工
作的通知》，近年来，四川各地积极开
展旅游扶贫示范区、示范村创建工作。
按照《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区(村)和乡村
民宿达标户创建标准和评审办法》，经
各创建单位自愿申报、市州初评、省检
验收、网上公示，今年 3月，通过了
2017年度第一批省级旅游扶贫示范
区 15个、示范村 194个。日前，在各创
建单位自愿申报、市(州)初评推荐的基
础上，四川省旅游发展委组织专家对
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创建单位进行了
省检验收，提出了 2017年度第二批四
川省旅游扶贫示范村 5个，经四川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四川省扶贫和移民
工作局共同审议，予以公示。

据悉，四川各地通过旅游扶贫示
范创建，推动了贫困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能力。
2017 年，全省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2283 亿元，同比增长 13.3%，相当于
为全省 6646 万农民人均增收贡献
3435元。成功创建旅游扶贫示范区
15个、旅游扶贫示范村 199个、乡村
民宿达标户 1075个，带动 509个旅
游扶贫重点村退出 (占全省 3769个
退出贫困村的 13.5%)；带动 17.3万
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业，其中 12.6万人
实现脱贫 (占全省 108.3万脱贫人口
的 11.6%)，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2093元。四川旅游、扶贫主管部门要
求各地应在取得创建成果的基础上，
认真总结提炼旅游扶贫示范区(村)的
先进经验和模式，加大旅游扶贫成果
的宣传推广，推动旅游扶贫工作再上
新的台阶。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
从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四川
德阳市多举措夯实农旅融合产业发
展基础，通过推进农旅深度融合，预
计今年实现农业（与旅游相关）产业
营业收入将达到 23亿元。

丰富新业态。德阳市采用“公司+
农户”“合作社+农户”“致富能人带农
户”等方式，大力发展特色水果蔬菜
采摘、竹编陶艺农事体验及雪茄农副
产品加工等特色业态；举办“国际高
校建造大赛”，与东方卫视《梦想改造
家》栏目合作打造精品名宿；并通过
网络平台及旅游节会展演现场平台，
加大旅游商品线上、线下宣传、推广
和营销。目前，已建成半山隐庐、乐途
户外、九龙花宿等特色民宿 24个，接
待能力比去年同期增加 40%以上。
培育新主体。德阳市大力培育旌

阳区四季水果示范园、中江县“菇语

源”菌类采摘观光示范园、“和海”时
尚田园综合体等 52个农业观光和农
耕体验基地；结合幸福美丽新村和
“四好”示范村建设，已成功打造东湖
乡、蓥华镇、白马关镇等 8个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镇和特色镇，石垭子村、
龙居村、红豆村等 18个省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和精品村寨；进一步修订完
善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和补助政策，激
励和撬动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已成
立 9家乡村旅游合作社，1-5月实现
收益 250余万元。

狠抓新项目。德阳市加大旅游项
目招商引资力度，推动成都旅投对
“石林谷”景区进行开发建设，项目计
划投资 8.8亿元；深入实施“旅游+农
业”项目提升带动工程，推进什邡半
山公社、广汉易家河坝等 11个的乡
村旅游提档升级项目，计划全年总投
资 28.2亿元。

四川德阳推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
今年营收将达 23亿元

四川旅游扶贫成效显著广西“厕所革命”
融入全域美景

太阳幽谷景点位于广西崇左市大新
县的中越边界，紧邻知名景点中越德天
瀑布。太阳谷景区厕所建筑借鉴了中越
边境民居风格，厕所内墙壁上挂着几幅
画，展示常用壮语、越语发音。厕所标识
牌采用“壮锦”作为装饰底纹。
正如广西旅发委副主任李广军所

说，广西在“厕所革命”中特别注重厕
所设计，在满足功能需要的情况下，综
合当地民族风情特色、周围环境等，从
造型、色调、装饰等角度精心打造，许

多旅游厕所别具一格，与景区环境协
调统一。
明仕田园景区位于广西西南部大

新县，整个景区青山林立、绿水环绕、
村落幽静，其厕所设计十分精心。检票
处的厕所，碎石垒墙、仿古坡顶、花草
环绕，仿佛一座幽静农舍。厕所内潺潺
流水、亭亭荷叶，让游客体会到乡村之
美。景区内明仕山庄依河而建，山庄内
厕所很多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当地风
情，比如，在盥洗盆表面绘有乡村画

面，水龙头采用了竹节造型，灯罩是竹
编样式等。
青秀山景区位于南宁市东南、邕江

畔，该景区“雨林大观”景点一处厕所的
休息厅内，竟然长着一棵高大的榕树，树
干穿过屋顶，树冠像伞一样笼罩屋顶。厕
所大厅还有一面玻璃幕墙，墙外的茂密
雨林一目了然，游客进入就仿佛钻进了
雨林。青秀山景区兰园景点附近厕所门
口的影壁上留了一个圆窗，吸引不少游
客合影留念。

此次广西之行，记者不仅对景区内
的“厕所美景”印象深刻，对景区外的“厕
所美景”也记忆犹新。

在南宁至友谊关高速公路 118公里
处的崇左服务区，记者看到，这里不仅有
餐饮、加油等服务，还有东盟风情长廊、
旅游露营地等旅游服务设施。服务区厕
所宽敞明亮，残疾人厕位、儿童盥洗台、
文明提示语等都很完备。在合那高速公

路崇靖路段新和服务区、南友高速公路
扶绥服务区，洗手间同样宽敞整洁无异
味，无障碍及儿童设施齐全。
厕所虽小，但涉及部门却不少。凭祥

市旅游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华团介
绍，针对“厕所革命”工作，凭祥市成立了
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联系和
分管旅游工作领导为副组长，各镇、各有
关部门主要领导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

组，将“厕所革命”任务分解到旅游、住
建、机关后勤中心、景区（点）、乡村旅游
区等各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合力推进
“厕所革命”。

在自治区层面，广西建立了由住建、
旅游部门牵头，商务、交通、铁路、机场、国
土、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配合的全区公
共厕所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合力解决
用地、规划、审批和资金等方面问题。

别具一格 一厕一景

部门协作 合力推进

全力攻坚 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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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四川精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8
6650880A经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往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遥荫肖爱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22201720910191000
遗失作废荫胡世江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22201670908183000
遗失作废荫胡世华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22201710825224000
遗失作废荫徐小三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22201196711181878
遗失作废荫武侯区杰斯卡服装店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10107601173
74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小马飞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0MA6DG34A21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荫注销公告院 成都世纪科新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7MA61ULCC4
W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
司袁公司成立清算组袁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成都市武侯区新
南路118号百脑汇第3层CDA3
A15B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荫成都市巴食寨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0
106000388668遗失作废荫青羊区巴食寨炉盘涮烤汤锅
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5
MA6CA8B48D冤经营者院胡金
权袁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院JY2510105006646
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艾美尔布草酒店用品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前往成都市金
牛区金府路 799号 2幢 25 层
1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成都艾美尔布草酒店用品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

减资公告
四川悦动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
0551009204B 股东会决议决
定袁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遥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遥

2018年 6月 27日荫金牛区红杜鹃建材经营部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
10726198802220813遗失作废荫成都莫洛达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6MA6CF6X4XE冤
和税控盘袁 和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三支行开
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
106912901账号 5105014363
0800003169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三靖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72007247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袁 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袁特此公告遥荫四川森淼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渊川地税蓉字 5101097622792
4-7号冤 和国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川国税蓉字 510109762279
247号冤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奥点印务设计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07000107952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袁 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袁特此公告

荫成都奥点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67968689-6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点中点创意品牌设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
108395455527Y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遥 请公司的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成华区建
设北路三段 2号 1栋 2单元 16
层 17号向我公司申报相关债权
债务事宜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欣飞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
0107MA61R5K316冤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遥 请公司的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武侯
区金花街 53号附 11号向我公
司申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遥 逾
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四川川越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510
58786T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公司遥请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到中国渊四川冤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7号楼 3单元 10楼
6号向我公司申报相关债权债
务事宜遥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市资明远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MA6CDAA00G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袁 公司成立清
算组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荫张捷持有位于成华区双福一
路 66号 2栋 1单元 19楼 1902
号的房屋产权证监证号 (监证
4828614)权证号 3273963遗失荫渊张军平冤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5101063508336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腾飞金茂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解散公司袁 请公司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前往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一段
126号二楼 7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遥
成都腾飞金茂商贸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

注销公告
四川鼎盛旺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袁 请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前往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
593号 7栋 8层 7号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鼎盛旺贸易有限公司清算
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成都亚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渊税号 51010774640129X冤发
票领购簿遗失作废荫四川省名实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具
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
代码 4403172130号码 501258
28发票联和抵扣联特此声明荫成都爱耐壳科技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正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0MA6CPN1T1
A冤遗失作废荫成都元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的发票领购簿编号 51001
72320遗失作废荫成都千零集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开具给新疆领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 5100173130
发票号码 00015719 存根联尧
发票联尧抵扣联遗失荫成都东信智晟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CH
1J2U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吉蒂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
CNUT35E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天首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袁 请公
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前往成都市金牛区育德
路 8 号附 33 号 1栋 1层 9 号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成都天首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清
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四川高木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开具给连山职业安全防护 渊大
连冤 有限公司的四川增值税专
用发票 2份发票代码 5100181
130发票号码 02188069尧0218
8070发票联和抵扣联遗失荫高新区爱俊爱丽美甲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960
0209777)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510122198202284129)
遗失作废遥荫成都经鑫超市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4MA
61TCQY33冤 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在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荫郫县清凉湾按摩店袁(注册号:
510124600478709) 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遥荫青白江区景润食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副本渊注册号院5101136
00246937冤遗失作废荫郫县高晟石材经营部袁税号:
510124L41251423 税务登记
证副本遗失作废荫成华区田园书店渊92510108
MA6CMB6U2C ) 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荫成都太华装饰有限公司时尚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10107
2901837袁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
0107768613218袁 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76861321-8遗失作废荫成都大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51010700062
6965袁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1
07788148042袁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 78814804-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布知布觉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4086698795D冤 经股东决定注
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四川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袁 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注册号
510000000210758冤曰国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渊 川 税 字
510107575283603 号冤曰 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渊川地税字
519000575283603 号冤曰 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渊代码 院
57528360-3冤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鑫荣百泰金属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
0866916140冤 经股东会决议袁
决定注销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减资公告院 德阳市兴程新材
料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袁
由原注册资本 5000万元减少
至 3400万元遥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
求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荫注销公告院 德阳市福兴殡葬
礼仪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注销公司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华夏邑都贸
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荫注销公告院 德阳巾贝美商贸
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注销公司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荫注销公告院 德阳小青年餐饮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公
司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凯德恒达电子工程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0091289611H冤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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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依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510105000498310冤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注销公告院 成都奕博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1RWR056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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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四川省亚川建材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59
20665202冤经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特此公告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凯居易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金府路 669号 23栋 1楼 17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凯居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普焱具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交大路 222号 5栋 1层 10B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普焱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府都俊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二环路北一段 241 号 4 楼
3-4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府都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智蓝德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交大路 222号 5栋 1层 10B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智蓝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成都市金牛区德桑
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解散公司袁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
金牛区金牛坝路 4号 8栋 1-3
楼 4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成都市金牛区德桑榆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清算组2018年6月27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和回一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金府路 669号 23栋 1楼 17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和回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成都市光头餐饮娱
乐连锁发展有限公司渊注册号成
工商青法字 5101052012511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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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联达粮油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
1XWCF5T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袁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荣峰源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
6CA55Y78冤经股东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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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遥荫注销公告院 德阳翔恒商贸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公
司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遥 逾期责任自负遥

注销公告
四川盛佳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
MA61T9YM8L冤经股东决定注
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联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
057464965P冤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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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荫减资公告院 经四川福光锦官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130
08256F冤股东会决定院四川福
光锦官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000万元减
少至 500万元遥请各债权人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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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袁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四川福光锦官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2018年 6月 27日荫注销公告院 成都帝龙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CR32D3Y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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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减资公告
经四川上和品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
1053956294001冤股东会决定院
四川上和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
少至 100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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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请求袁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四川上和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7日荫四川单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袁营业执照正副本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8MA6DFFY
333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高新区达面师父餐饮店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2510100M
A6CCKWR3T袁 经营者院 王希
波冤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遥荫高新区赖记老麻第一佳小吃
店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
00MA6CP6MT9X袁经营者:孙忠
武冤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荫四川蜀智恒科技有限公司袁
营业执照正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1510100MA6CMLW3
47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四川省鸿祥科技有限公司袁
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注册号
510108000090728冤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小明保洁有限公司 渊注册
号 510122000060975冤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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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荫成都黎盛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渊税
号 院91510105395911553B冤于
2018年 04月 12日开具给成都
新德克电子有限公司的四川增值
税专用发票 渊代开冤渊发票代码院
5100164160袁发票号码院002719
14冤记账联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青羊区蓉享小龙坎火锅店袁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渊编号院JY
25101050062179冤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深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510107000079252冤
经股东会决议袁决定注销公司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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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债权债务遥 逾期按相关规
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注销公告
成都兴润商砼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院91510108MA6DFJTR9B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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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遥荫成都无线青春主题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注
册号院510123000098794冤遗失
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中聚创辉贸易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510108000353349)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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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荫成都佳宜飞腾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袁 请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西体路 6号 2
楼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成都佳宜飞腾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荫光载无限渊上海冤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510106MA62MKCY9D冤 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丰年汇金商贸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510105000668281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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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遥

注销公告
四川兴弘易建材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M
A6DGD6Q3R冤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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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柏尊家具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MA6
2MHQJ7D) 经股东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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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爱贝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510108000299524)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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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遥

注销公告
成都市东旭建筑工程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渊注册号院51010
81803189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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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超凡同创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渊注册号院51010900049
4849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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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皇后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渊注册号院51010500046882
0冤经股东决定注销袁请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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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遥 特此公告遥

注销公告
四川福亨兴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33
2034207U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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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四川骏博德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00031
459231X3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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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荫四川朝阳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
公司袁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二环
路西三段 189号金牛综贸大楼
908室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四川朝阳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
注销公告

成都核桃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73996159540冤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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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荫遗失声明院 兹有成华区龙潭
街道保平社区 6 组 55 号居民
钟学明袁遗失向龙保平分房表袁
档案号保平 6-127号袁特此申
明浴 钟学明 2018年 6月 23日

注销公告
四川鑫龙广川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5MA62MUT060冤 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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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投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8091284212D冤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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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树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510105000395239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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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荫彭州谦协成建材有限公司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2
MA61X8F9XL 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柏蒂莱雅家纺有限公司袁
注册号院510182000089164 经
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
司袁 请公司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按相关规
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荫武侯区华星辰家用电器经营
部袁 营业执照副本 渊注册号院
510107600764398冤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思博源阀门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09
8102143A冤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袁请公司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前往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
将按相关规定处理袁特此公告荫金牛区鸿姐健康咨询服务部
营业执照渊注册号院510106601
771649冤正副本遗失作废荫成都美约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尧 副本袁 注册
号院510106000383223曰税务登
记证正尧副本袁税号院51010639
7634254袁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自贡市新至诚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公司遥 请各债权
债务公司或个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我公司办
理有关手续袁逾期责任自负遥联
系人 院 陈家豪袁 联系电话 院
18080200808
自贡市新至诚科技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8年 6月 27日

注销公告
成都岩天银烁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4MA6CTC4A76冤 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并成立
清算组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相关债权债
务遥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慧繁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4MA6CTBM4XD冤经公司股
东决定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
组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相关债权债务遥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袁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省惠纵联横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
0106MA61W44T7W冤 经公司
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并成立清
算组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相关债权债务遥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袁特此公告荫简阳市瑞之源花卉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尧副本袁注册号院5120
81000091122袁遗失作废

荫成都川茂和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60724011888袁 经公司股东
决定解散尧 注销公司并成立清
算组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
牛区沙河源街道古柏社区二组
三区 10排 10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遥 特此公告荫成都丰利合建材有限公司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6
MA62PEU218袁经公司股东决
定解散尧 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
组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新村河边街 10 号 渊2 层 2
号冤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荫四川省旺源贸易有限公司法
人章 渊姓名院 龙腾宽袁 编号院
5101003046192冤袁遗失作废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大其业塑胶
科技有限公司渊注册号 510723
000025224冤 经股东会决定解
散本公司袁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前往公
司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志盛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渊代码院68183
5635冤正副本遗失作废荫成都科纳尔菱镁制品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渊税号院5101085
64469410冤正副本遗失作废荫金牛区平炜健康咨询服务部
营业执照渊注册号院510106601
771278冤正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走红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4MA6
1WR4W4G冤 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市汇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4MA6CP0AF1W冤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宜依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4MA6CPH6263冤 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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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注销公告
成都臻馨源味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4MA6CBDXQ7M冤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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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荫兴文县食家庄醉鹅餐馆营业
执照渊注册号院5115286001678
57冤正本遗失尧声明作废遥荫成都华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渊纳税人识别号 915101065644
52256M冤 通用手工发票发票代
码 251011153020袁发票号码 0
0204326-00204350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和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75972674950冤 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助友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北站东
二路 23号 1栋 2单 1层 157号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建闽科技有限公司袁 经公
司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新村河
边街 10号 2楼 209 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遥荫成华区鑫盛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注册号院51010860038639
8正副本尧税务登记证税号院35
012119870406121X 正副本 尧
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院704061
21X正副本遗失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云酒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7343109075T冤 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四川大禹马槽酒业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0332119999N冤 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捷宇睿客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
0MA61W5A78Y冤 经公司股东
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经营者院谭学祥遥温江福临门
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15
MA6CQUYQ1D冤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文韬武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7MA6CN3XQ5P冤 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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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荫金牛区八方汽配经营部营业
执照渊注册号院5101066011806
04冤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优莱迪(成都)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0083331648N冤 经公司股东
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南充四广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
11302MA67PMUNX0冤 副本尧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院J6730004
008001渊账号院200004712100
0019袁开户银行院四川天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充人民北路支
行冤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模世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
0100327466670D冤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袁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鑫瑞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600005576
1正副本尧税务登记证税号 51010
6777453949正副本遗失作废荫成都市锦丰盛通贸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院91510106MA6CF0HB98冤
正副本遗失袁声明作废荫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太平远扬家
具店税务登记证税号 51102319
770622653602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丰宇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渊注册号院510000000141439冤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袁特此公告遥荫成都佳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1510100MA61X1XNX
6冤正副本尧开户许可证核准号院
J6510081046901渊账号院4402
072309100009740袁开户银行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锦东路支行冤遗失作废荫成都舒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510108MA6CBFNE06冤 正
本遗失袁声明作废荫四川省国嘉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开给王晓芳的收据遗失袁收
据号院4898243袁 金额院7581.6
元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省茂盛蓖麻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00077
5834844W冤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销本公司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