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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7年 12月

20日7时在彭州市
濛阳镇永桥村3组
25 号的粪堆捡拾
男性弃婴一名，姓
名：张尚文，出生日
期：2017 年 12 月
20日，身体健康，
无 随 身 携 带 物
品。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樊秀花
联系，联系电话13666230230，
联系地址：彭州市致和镇清林
西街29号。即日起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彭州市民政局
2019年5月16日

根据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鼎”）
改制的需求，需要就相关已经注销之企业的资产加以界定，特别是
需要厘清在相关已经注销之企业中是否存在自然人权益的情况，为
此，请在注销之企业中拥有产权权益的自然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的60日内，按照下列要求向成都金鼎申报相关产权权益。

上述已经注销之企业系指：温江通达汽车修理厂、成都印钞厂
金鼎实业公司、成都印钞公司证券印制厂、成都印钞厂产业开发部
和四川丰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注销企业”）。

一、申报人:
申报人是指对注销之企业拥有股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自然人。
二、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可以证明仍然享有注销企业股权、产权或该等注销企业其他

合法权益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职工个人股股东出资证书、出
资协议或认购文件、汇款凭证、发票、收据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
复印件；

3、其他能够证明本人享有注销企业股权、产权或其它相关权益
的凭证材料和公告人要求提交的其它相关材料。

三、申报时限、地点及联系方式
1、时限：2019 年 5月 14日至 2019 年 7月 12日，每个工作日上

午9:00-12:00，下午13:00-17:00，逾期将不再受理。
2、地点：四川成都市温江区黄金路189号
3、联系人：徐源浩
4、联系电话：028-82757090 13880591159
四、其它
申报及提交申报材料只是界定注销之企业资产权属程序之一，

并不表明申报人确实就注销企业之资产享有相关权益。公告人将
对申报材料和其它材料进行审核并判断注销企业是否存在尚未妥
善处理的自然人之产权权益。

特此公告。
成都印钞有限公司

成都金鼎安全印制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14日

关于申报相关已注销企业的自然人权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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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经四川泰锐通用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062359369L）股东会
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40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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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成都欣美莱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9606
57），遗失作废。
●四川国立钢结构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 5101000110954），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39691
2），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06
044070），税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8159979），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08517281），张煜
红法人章（编号510100824380
2）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于2018年07月20日
颁发的成都新凯瑞农业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22690935
865N)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富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4年6月23日和2013年10月
28日开具给新都富力桃园C16-
2607号房业主的收据编号004819
3和A0001396金额200000元和
20000元,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德威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9000327097）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公
司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四川祖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在浦发成都蜀汉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开户许可证号：J6510033
023501，账号：7308015480000
1192）遗失作废
●成都天富盈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01
0507244687X）及公章（编号：5
101009025402）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系通瑞.月光
湖12栋1单元1201号业主：王
新权、李菊花。因个人原因不慎
将该房屋总款、契税、维修资金、
印花税、转移登记费等收据遗
失，现声明作废。
●成都吾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85132964）遗
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欣琪儿童装店，注册
号510109600194422，经营者：
张红霞，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
明作废。
●田刚购佳州星城1栋2405号
房首付款收据（编号：0001213
）及契税收据（编号：5008297）
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富都水吧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112MA68H6EH2T；
注册号：510112600567336）遗
失作废
●四川省心连心运输有限公司
开具给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票号为
：08838195-08838207，合计金
额：1332892元）发票联共13张
遗失，特此声明
●高新区欢喜大舍川菜馆（税号
92510100MA6CDQ0L2F）类别
代码 051001800107 发票号码
88620001、88620018、8862003
6、88620051、88620064遗失作废
●珠峰保险交强险标志Z51080
111800042477；Z51080111800
042479；Z51080111800042484
；Z51080111800042486；Z5108
0111800042490遗失作废。
●武侯区曹家冷鲜家禽店经营
者曹玉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760124
7885）遗失作废。

●青白江区远富火锅店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
10113MA6C4UTY5H遗失作废
●华安保险资阳中支内置标志
180000394999，自贡中支保险卡
170000813774遗失，声明作废
●陈贵彬位于郫都区唐昌镇西
街党校（3幢4楼34号）公房租
赁折子遗失。
●江兵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
10124011162）正本遗失作废
●川AM8005道路运输证遗失
●成都金鸿鑫汽车用品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22MA6CM44F80)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相关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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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宏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蔡汉英和付虹
购买锦江区汇源北路99号天誉
13栋1单元1702号所交契税收
据，收据编号0024064（金额45
604.07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四川霖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0000739955
39N）经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
并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高新区欣姿祛斑美容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51010
9600046148声明作废
●汤念、刘杰不慎遗失成都城投
地产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7
日开具的购买位于城投·东庐
4-2-18-1805号购房契税收据
（收据号：编号0002165，金额：
7385.01元）声明作废。

公 告
兹有我公司自编号10824-

2（川A-TY279）驾驶员刘献春、
服务证号（8058317）车牌号（川
A-TE511） 驾 驶 员 何 祺
510105199110111296，因长期
拖欠规费，严重违反合同条款约
定及公司管理制度。现通知你
见报三日内到公司处理，否则将
按相关规定执行。
成都康福德高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 2019年05月16日
●陈晓理执业医师资格证遗失，
证书编码19985111005101025
31009613
●川A364EP王洲桥51018219
890505481X出租车服务证遗失
●成都永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
MA6DHUXG5Q）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作废
●个体工商户尹建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101236002
06697）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林荣富、张正清位于青白江区
大弯白塔巷11号12栋1单元1
层2号他项权证（抵押权人：成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白江物流园区支行，他项权
证：他权0040855）遗失
●彭英凤位于青白江区青江东
路85号19栋4单元6楼54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业务件号：
2017030313F00088，证 书 编
号：川（2017）青白江区不动产权
第0003380号）遗失
●青白江区忠全堂药店《药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副本和《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原件
遗 失 ，证 号 ：川 CA0281262
（13），特此声明
●四川省同瑞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00055349140
10，编号：0040102）遗失，声明
作废。
●陈晓莉（身份证号：51382219
9003154829)驾驶证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华旭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4MA65TD6P
9A，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编号
5101040150557，均遗失作废
●双流区森源花木场刘远贵法
人章编号5101008414259遗失
作废
●成都市浩晟通达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0977
90遗失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中科育才学校
公章销毁证明遗失，公章编号：
5101250017894

注销公告
成都市惠灵丰科技开发中心注
册号：5101001811153 经公司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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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成都市藓藓鲜又多超市龙渡
英郡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22MA6BH
1J63F）遗失作废
●四川省容兴驾校有限责任公
司川AR344学道路运输证，遗
失作废。
●四川中盈捷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合同章（编号：51010852393
93）遗失作废
●成都仙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91510108M
A62LKBC74）遗失作废
●成都一起上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100045463
）遗失作废
●徐永康不慎遗失兴城嘉苑A7
栋 2 单元 1404 号拆迁安置协
议，特此声明。
●郫县叶师连锅汤餐馆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1011315509
2100201遗失作废。
●段义峰持有的成都菊乐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证1000（股），权
利凭证号码JL002583遗失
四川电力实业总公司注销公告
四川电力实业总公司系集体所有
制企业，经主管单位批准同意注
销，为保护企业债权人的合法利
益，现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四川电力实
业总公司申报债权。申报时请写
明债权人姓名或名称、联系地址、
债权原因、债权标的、债权金额、
债权期限、债权利息、担保标的或
保证人、债权证据等事项。逾期
不申报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彭华
联系电话：028-68127401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成济路9号
蜀源大厦B座八楼

四川电力实业总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成都华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由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2014
年08月07日核发的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证书编号：C51140
51010000-0496副本2本（6-
3、6-6）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缪记正街饭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
Y25101080016616）遗失作废。
●鄢发利遗失位于双流棠湖锦
绣城的购房合同收据，编号：
0000062，金额：104524 元，大
写：拾万零肆千伍佰贰拾肆元，
声明作废
●成都臻运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9H6964公章编
号5101095390601财务章编号
5101095390602饶勇法人章编
号5101095390604遗失作废
●陈可行购买成都易和置业
有限公司西锦国际1期3-2-50
2号房屋，收款专用收据（收据
编号：0021392，金额：2200
00元；收据编号：0021723，金
额 ：30000 元 ；收 据 编 号 ：
0002752，金额：305657元），
代收代缴收据（收据编号：
0002325，金额：30291元）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飞扬众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
6DFQ38）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300万元减至30万元，敬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述 15882366463
●四川华创艺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10105
MA61RYAR3P）发 票 专 用 章
5101055052767遗失作废。
●成都合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510105558994673 号）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翔达顼猛实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的开户许可证遗失，开
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春熙支行，核准号：
J6510107709102，账号：44022
09009066388655，编号：6510-
03377454，发证日期：2018 年
07月20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靖昆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60912719
21Q）不慎将发票领购簿遗失，
领购簿号码为00059851，特此
声明作废。
●双流区张哥串串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22M
A6DFTQR7Q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天智教育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510124000080
887）经股东决定注销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申报相关
债权债务。
●成都凌逸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851147
96遗失作废
●四川宏翔汇丰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
5159268）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华彩美工设计工
作室税务登记证税号510198L0
6115688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千百度烤肉遗失宏创锦业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彭州分公司，编
号：0101040综合服务费保证金
11107元整，遗失作废
●向阳（身份证号5137231986
01211551）网络预约出租车驾
驶员证（编号：5101020419）遗
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紫都宾馆（税号：5130
26197909091214）类别代码：
051001800107发票号码：1495
9416遗失作废
●邛崃市临邛镇一品鲜面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83
600260522）、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018319960108549
001）均遗失，声明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康哥
饮品店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1
0600035452正副本遗失

减资公告
经四川创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
553482222P）股东决定：四川创
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3100万元减少至1200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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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四川创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05月16日

●龙泉驿区十陵街办恒达家具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0112MA6CUP
LB4F）遗失，声明作废。
●李玲2015年7月在成都长宝
交续保预存金5000元，收据号
0636696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仁鼎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证书
编号：川建安C(2016)0023680
）遗失，声明作废

●崇州汇赢天下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510184
MA62NUP81W）副本遗失

减资公告
成都针尖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12099231553K）股东会决定：
成都针尖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仟万元
减资至壹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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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请求。

清算公告
崇州市佳年华健身培训中心
（川成崇民证字第05071号）拟
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徐继年、姜涛、张
红三位同志组成，请债权人在
本公告见报 45 日内到中心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公告
崇州市源木香家具有限公司经
2018年2月6日股东决定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
见报45日内到公司清算组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杭州正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遗失税控
盘（盘号：929909237045）以及
三张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号 码 ：20573282、20573283、
2057328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思行致远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09129
45255）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金河支行的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56358
601、账号：5100150860805154
6378,编号：6510-01791749）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多度广告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510184000036672）副本
遗失

●许虹遗失二十四城2期车位
181购车收据（号码：24CX044
5-0060146,金额：20000元，号
码：24CX0447-0061720,金额：
315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新都区克拉夫人皮草行营业
执照(92510114L54488729J)正
副本遗失作废。
●新津县花桥镇学兰建材经营
部持有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川税
字 510132197705290625 因遗
失作废
●金牛区岚岚通讯器材经营部
公章5101008798375遗失作废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启航
汇融幼儿园（税号52510114MJ
Q054478B）遗失空白四川增值
税发票7张（代码：051001800
104，编号：56250191-5625019
6，068777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舸宏岩土工程
施工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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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邑县钟全福农资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本：510129000021733
遗失作废

在成都，好吃嘴们在吃些什么呢？

吃外国菜也爱涮火锅 最爱啃卤鸡爪
成都，每每被提到，总是与吃脱不了关系，我们在吃成都

“好次嘞”的时候，到底在吃些什么呢？5月16日，成都熊猫亚
洲美食节将拉开帷幕，而在这前一天，口碑饿了么基于其平台
数据，发布了《成都城市餐饮趋势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亚洲美食商户数量新增56%，超过北上广，仅次于深圳。

一季度，东南亚菜、日韩料理与
西餐成为成都餐饮市场消费增
长最快的一批菜系

东南亚菜同比增速为251%
日韩料理同比增速为186%
●消费人群
00后是推动成都餐饮消费近期
增长的最大动力
一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近76%
消费占比也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
90后是成都餐饮消费的绝对主力
占比接近50%

●成都女性战斗力明显更强
男女消费者数量比达到了近

1:1.35
在奶茶消费上，女性贡献了近7
成订单

●吃饭排队
近一年来，成都人单次吃饭排队
平均要花19分钟
餐饮消费最热的五大商圈依次是
春熙路商圈、建设路商圈、宽窄巷
子商圈、玉林商圈和九眼桥商圈

今年以来，蓉城餐饮市场增长
稳定，东南亚菜、日韩料理、西餐等
异国餐饮在成都迎来较快发展。

一季度，东南亚菜、日韩料理
与西餐成为成都餐饮市场消费增
长最快的一批菜系，东南亚菜、日
韩料理等异国餐饮在蓉发展较
快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251% 和
186%，东南亚菜增速明显高于北
上广深城市。当然，即便是吃异
国料理，成都消费者也明显更加
喜爱火锅的吃法。所以在最新的
成都餐饮业好口碑指数排名中，
有三家泰式海鲜火锅进入总榜前
十，大获消费者好评。

此外，川渝火锅和川菜仍是成
都市民最喜爱的菜系，两者订单占
比分别达到了21%和18%，不过相
比火锅市场的持续火热表现，川菜

表现略有降温，订单量总体水平较
去年同期保持基本一致。

从消费人群来看，00后人群
消费的快速增长，是推动成都餐
饮消费近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
成都，00后的一季度订单量同比
增长近76%，消费占比也增长了
近2个百分点；90后则是成都餐
饮消费的绝对主力，占比接近
50%。毫无疑问，成都餐饮业年
轻化趋势显著。

有意思的是，虽然常常高喊减
肥口号，但是美食当前，成都女性
的战斗力明显更强，这也使得男女
消费者数量比达到了近 1:1.35，尤
其是在奶茶消费上，女性贡献了近
7成订单。不过在每餐消费上，男
性明显更愿意对自己好一点，笔单
价较女性超出近24%。

值得一提的是，从数据来看，
除了川渝火锅和川菜之外，地方
特色小吃对于成都餐饮业的发展
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今年一季度中，各类串串、
面馆和地方特色小吃成为本市餐
饮新店增长最多的品类，总体数
量远超川渝火锅、川菜等菜系总
和；在本地消费者外出就餐时，几
乎每天都要吃一些特色小吃；而
特色小吃也是外地消费者在成都
的每餐必选，他们贡献了超20%
的订单。

同时，形色各异的成都特色

小吃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口味普适
性，这使得本地市民与外来游客
对其偏好的差异性几近于无。

数据显示，在成都，卤鸡爪、
狼牙土豆、豆腐脑、钵钵鸡、兔丁
兔头等本地特色小吃是本地人与
游客都能欣赏的美味，仅在口味
偏好上有些许差异。比如对于本
地人而言，重油重辣的红油兔丁
才是美味的最高标准，而外地人
则更加欣赏更能欣赏香油卤兔的
美味；而在面对钵钵鸡时，藤椒味
明显比红油底更得游客芳心，这
一点与本地市民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口碑最新调研数据还显
示，近一年来，成都人单次吃饭排
队平均要花19分钟，单店最大等位
桌数更是超过千桌，达到7个小时
之久。从消费热度来看，餐饮消费
最热的五大商圈依次是春熙路商
圈、建设路商圈、宽窄巷子商圈、玉
林商圈和九眼桥商圈，火锅店则成
为其中排队问题的“重灾区”。

随着外出就餐越发频繁，消费
者也越来越关注“如何吃得舒
服”。吃饭不想排长队，点餐和结
账不想喊半天不见服务员——“舌
尖上的消费升级”对餐饮服务加速
升级提出了要求。这也使得手机
点单、智慧餐厅等“黑科技”被迅速
引入到不少成都餐饮门店，用来提
升就餐体验。 （据封面新闻）

东南亚菜同比增幅超251% 00后成市场增长最大动力源

小吃成游客每餐必吃 卤鸡爪最受青睐

成都人单次吃饭排队 平均要花19分钟

成都城市餐饮趋势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