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日上午，在自贡市
汇东大酒店，四川省第一
届“天府杯”创业大赛（自
贡 赛 区）比 赛 精 彩 纷 呈 。
创客携带着各自的创业项
目，进行了个人讲述、项目
展示、评委提问等环节。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
带一路’，海天彩灯，正引领
中国彩灯走向世界。”凭借

“中国彩灯文化传播运营项
目”，魏玮获得了创业创富
组的最高分，在她看来，“未
来海天，致力于打造中国知
名、全球领先的彩灯文创企
业，通过国内+国际战略，
进一步拓宽市场领域，让海
天彩灯闪亮全球。”

“兔兔肉怎么可以这么
好吃！”新疆女孩向婷，正是
因为多年前吃了一次自贡

冷吃兔，她的大脑和味觉被
彻底刺激了，同时也点燃了
她的创业激情和梦想，于是
她来到盐都自贡，加入“盐
帮厨子”创客微小店。

据介绍，该项目所属于
四川牧天食品有限公司，通
过将廖三爷、快刀陈、趟子
六等代表盐帮地域文化的
形象与产品融合推广，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和商标，通过
产品销售和文化推广，“盐
帮厨子”这一名片已初具
良 好 的 文 化 影 响 力 。“ 自
2015 年进入电商平台，我
们在京东、天猫等平台上
的排名都实现了冷吃兔产
品的第一名。未来，我们
计划通过 2 年时间，在四川
建 1000 家创客微小店。”
向婷说。

冷吃兔吸引新疆姑娘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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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日至31日共
一天半的赛程，本次大赛
三个组别中每组得分最高
者将获一等奖，奖金五万
元；得分第二、第三名的创
业者将获二等奖，分获奖
金二万元；每组得分第四
到第十名的创业者将获三
等奖，分获奖金一万元。

同时，大赛组委会还
将对每组前三名分别授
予“自贡市大学生创业之
星”“自贡市返乡下乡创
业之星”“自贡市创业创
富之星”称号；第四至十
名授予“自贡市大学生创
业典型”“自贡市返乡下
乡创业典型”“自贡市创
业创富典型”称号。

据自贡市就业服务管
理局介绍，对这些创客来

说将享有更多政策利好，比
如优先入驻市级创业孵化
载体，享受创业优惠政策和
优质创业服务等。经过此
次市级决赛评选出的各组
别前三名，他们还将带着
无数自贡创业者的初心和
梦想，晋级四川省第一届

“天府杯”创业大赛决赛。
届时，全省将有 189 个项
目晋级决赛，三个组别的
决赛将分别在3个市（州）
举办，每组前 3 名晋级总
决赛的巅峰对决，总决赛
采取混合赛方式进行。最
终夺得一、二、三等奖、优
胜奖的，将获得 10 万、6
万、3 万、1 万元的创业奖
金奖励。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邓丹 摄影报道

注销清算公告
宜宾市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2MA62A315XH）
股东决定解散公司，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清算组负责人为刘旭，清算组成员为：刘旭、
刘碧君。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5298179095 地址：宜宾
市翠屏区南街49号2幢8号。

宜宾市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8月31日

干部全年参加培训
不少于100学时
泸州国家高新区江南科
技产业园大力推进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华西城市读本讯
（陈怡然 记者 李华刚）
泸州国家高新区江南科
技产业园高度重视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树
立了现代人才人事管理
的新思路、新观念，进一
步优化园区人才队伍。

据悉，该园区破除
了论资排辈，迁就照顾
的旧观念，树立好中选
优、优中选青、青中破格
的思想，对那些品质好，
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专
业技术人员，敢于打破
常规，大胆选拔，委以重
任。另外，在投入机制
方面，该园区坚持以政
府支持为主导，多渠道
筹措技能人才培养经
费。根据区域经济发展
和劳动力市场需要，加
大对紧缺技能人才的培
养培训投入，组织多种
形式的办学培训方式，
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
质和精神风貌。

不仅如此，该园区
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总量，提升质量。
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的同时，实行开放的、
弹性的学习制度，更新
教学内容，突出技能训
练。截至目前，该园区
已组织各类专题培训 5
场，确保每名干部全年
累计参加培训不少于
100 学时。

遗失声明
四川正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91511503MA62A75N3L），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书编号：
D351662409）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宜宾市南溪区桦源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91511503MA62A59805），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书编
号：D351667757）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 常昊的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1502199904181636； 有 效 期
2016.02.03—2026.02.03；发证机关：成
都市公安局青羊分局）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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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四川省第一届“天府杯”创业大赛（自贡赛区）
在汇东大酒店举行，这也是自贡市第二届高校毕业生创业大
赛和自贡市第二届“返乡创业之星”大赛决赛。经过30日至
31日共一天半的赛程，最终将有9位创客从创业创富组、大
学生创业组、返乡下乡创业组三个组别中脱颖而出，带着无
数自贡青年创客的梦想，晋级参加9月的“四川省第一届‘天
府杯’创业大赛”决赛。

四川省第一届“天府杯”创业大赛（自贡赛区）开赛

新疆姑娘恋上自贡冷吃兔

创业盐都
打拼“创客微小店”

每组别前三名将晋级省级决赛

创业大赛现场。

号码为95599的“农行客服”
发来短信告诉你：你的银行积分
可以兑换现金了。两个月前，自
贡市贡井区53岁的张大姐就收
到了这种短信，在按照短信网址
登陆之后，张大姐银行卡里的
9990 元被远在江西的骗子骗
走。近日，自贡市贡井警方从江
西余干县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刘
某，因涉嫌通过钓鱼网站实施诈
骗犯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诱人短信
银行积分兑换现金

6月2日下午3点左右，居住
在自贡市贡井区的53岁居民张大
姐刚从银行存钱回到家中，就收
到了一条95599号码的短信：“尊
敬的农行用户：您的账户已满
8516积分，可兑换425元现金，请
手机登录wap.95599and.cn进行
兑换，逾期清零。【农业银行】”。张

大姐心中一喜：有这等好事？
这条短信显示的号码和刚从
她存入现金之后银行发来的
余额通知短信号码完全一致，
张大姐对此深信不疑。她立
即点击短信中的网址，并按照
登录页面提示逐步输入自己
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登
录密码和手机号码。随后，张
大姐的手机收到“中国银联”
发来的验证码。当她输入验
证码后，立即再次收到银联短
信，显示自己账户有9990元
转入了京东网站的一个支付
账户。张大姐立即意识到自
己受骗，随即到贡井区公安分
局筱溪街派出所报案。

警方追踪
买了54张峨眉山门票

贡井警方接到报案后，立
即带领受害人赶到银行调查

钱款去向，发现钱确实转入了
京东购物网站一个账户。警方
马上安排受害人与京东客服联
系，查证支付详情。

在核实了受害人身份后，
京东客服答复：张大姐的9990
元现金在京东一个旅游景点门
票销售账户一次性购买了54张
价格为185元/张的峨眉山景区
门票。第二天，贡井警方赶赴
峨眉山景区，在景区公安机关
配合下，查实前一天下午只有
一单一次性购买54张门票的网
上交易，且门票已于当天下午
交易后一小时左右被取走。通
过景区公安机关协助，贡井警
方找到了取票的当地票贩
子。票贩子介绍，前一天下午
有人在QQ上与之联系，称有
低价门票出卖，遂以票面价格
八折买下了这54张门票。

千里擒凶
从江西抓回诈骗嫌疑人

贡井警方从票贩子处获
取了转卖门票的嫌疑人电话
和银行账号后，通过技术手段
查到，嫌疑人位于江西上饶市
余干县。贡井刑警说：“那里
是全国通讯网络诈骗犯罪的
重点监控区域。”贡井警方随
即派出 4 名侦查员赶赴江西
余干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
于 6 月下旬将涉嫌通讯网络
诈骗的嫌疑人刘某抓获。并
于 6 月底押解回自贡。

经警方审讯，嫌疑人刘某
供认，其从今年5月开始从事通
讯网络诈骗活动，迄今为止共
成功骗取两笔，诈骗金额1万余
元。警方还在对刘某涉嫌诈骗
的犯罪事实进行深挖细查。
赖娟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陈章采

“农行客服”发来短信：您的积分可兑换现金！

钓鱼网站骗走自贡市民9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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