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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蓬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溪农商银

行”）董事会研究，决定召开四川蓬溪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股东大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上午 9:00 开始，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蓬溪农商银行六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出席人员：
（一）蓬溪农商银行全体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

（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

领导。

（三）蓬溪农商银行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蓬溪农商银行聘请的见证

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五、会议内容
（一）审议《四川蓬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二）审议《四川蓬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三）审议《四川蓬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

易专项报告》

（四）审议《四川蓬溪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审计报告》

（五）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名许虎

为董事候选人并补选许虎为第一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六）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七）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预算方案》

（八）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信息披露报告》

（九）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十）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十一）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十二）审议并表决《四川蓬溪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

场分理处升格为广场支行的议案》

（十三）听取《四川蓬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

及高管层 2018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十四）听取《四川蓬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

履职评价报告》

（十五）听取《四川蓬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监部门

监管意见及本行执行整改情况报

告》需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其他

事项。

六、会议登记办法
蓬溪农商银行股东或其委托代

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与表

决（表决权受到限制的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按相关规定

行使表决权利）。拟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以下要求

办理登记：

（一）登记时间 :2019 年 3 月 8 日

至 3 月 22 日（已安排工作人员节假

日值班），上午 9：00-12：00，下午 14:
00-17:00。

（二）登记地点 :蓬溪农商银行总

行五楼董事会办公室（蓬溪赤城镇

迎宾大道 67 号）。

（三）登记方式：拟出席会议者

在登记时间内到指定登记地点现场

登记或电话登记。

（四）登记时需提供的相关手续

及注意事项 :
1.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受托人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

2.企业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法定代表人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企业法

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和

加盖企业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

章）、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

件（加盖企业公章）及受托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

3.代理其他自然人股东的股份

与本人股份之和，不得超过蓬溪农

商银行股本总额的 2%（即 467.82 万

股）；代理企业法人股东的股份与本

人股份之和，不得超过蓬溪农商银

行股本总额的 10%（即 2339.1 万股）。

（五）特别提醒：需《授权委托书》

模板的，请详询登记联系人索取。

（六）登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总 行 本 部 丁 女 士 ：

18282574013、0825-5428354。
七、会议报到事项
（一）报到时间：201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8:00-8:50。
（二）会议报到手续：

1.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出席人员，

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出席。

2.未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其

委托代理人，不能出席会议和参与

表决。

3.携带证件或文件不齐全，导致

无法确认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资格

的人员，不能出席会议和参与表决。

八、注意事项
（一）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 3%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

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

交董事会。

（二）股东已质押贷款的股份，

质押部分不具有表决权；股东质押

股权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

50%以上的，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

权为剩余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额。

（三）股东在本行授信逾期的，

其在股东大会暂停表决权。请在登

记时主动报告。

（四）为 确 保 股 东 大 会 按 时 召

开，请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务必

提前到达会议地点。

（五）出席人员需住宿的，请提

前联系。

（六）如因特殊情况会议事项发生

变化的，蓬溪农商银行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蓬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19年 3月 4日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放心舒心消

费城市创建工作，努力营造放心舒

心消费环境，根据《遂宁市放心舒心

消费城市创建示范单位认定管理办

法（试行）》（遂府办函〔2017〕217 号）

相关规定，结合市创建办《关于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放心舒心消费城市”

创建“十百千”工程的通知》（遂放心

舒心创建办〔2018〕3 号）文件精神，

经各县（区）、市直园区创建办及行

业主管部门初审，市创建办组织市

市场监管局、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消委

会、媒体代表、消费者代表联合复

审，拟认定 74 家单位（详见附件）为

第二批“遂宁市放心舒心消费城市

创建示范单位”，现予公示。

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社会各界

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9 年 3 月 7 日

前以真实姓名向遂宁市创建放心舒

心消费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或

书面反映。

公示时间：2019 年 3 月 1 日 至

2018 年 3 月 7 日

联系地址：遂宁市明月路 168 号

联 系 电 话 ： 0825-2633315
2320315

附件：第二批“遂宁市放心舒心

消费城市创建示范单位”拟认定名

单

遂宁市创建放心舒心消费城市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3月 5日

关于召开四川蓬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股东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公告

遂宁市创建放心舒心消费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第二批“遂宁市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示范单位”拟认定名单的公示

示范行业（3个）

1.遂宁市广告协会

2.遂宁市饭店餐饮行业协会

3.射洪县茶叶行业协会

示范企业（22户）

1.遂宁健坤喜盈门建材有限公司

2.四川摩尔春天百货有限公司

3.遂宁市全泰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

4.遂宁市阳春白雪实业有限公司

5.遂宁市万福食品有限公司

6.遂宁祥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7.遂宁市永正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8.四川渴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四川省欧邦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10.四川省泰信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11.遂宁市先峰饲料有限公司

12.四川省惠利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分公司

13.遂宁市万禾超市有限公司紫竹路

分公司

14.四川东旭锦江酒店有限公司

15.四川省维克维尔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16.四川五斗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17.射洪县杨记珠宝行

18.射洪县新汇商贸有限公司

19.四川德惠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蓬溪

德惠超市

20.蓬溪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1.大英县四月天酒店有限公司

22.四川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遂宁市大英分社

示范个体工商户（49户）

1.船山区好利来蛋糕店

2.船山区陶德砂锅居

3.船山区七匹狼服装经营部

4.船山区中国黄金遂州中路店

5.遂宁市皮肤病研究所

6.遂宁市船山区冯水饺店

7.遂宁市船山区唐人布艺室内装饰

材料经营部

8.遂宁市船山区寸心知书店

9.遂宁市徐老三食品厂街市花园店

10.遂宁市船山区孔雀林服饰店

11.安居区仁家生活超市

12.安居区鑫源餐厅

13.安居区冯乌棒餐厅

14.安居区千吉堂大药房

15.安居区一方商贸总汇

16.遂宁市河东新区叶晓百货店

17.遂宁市河东新区巴拉巴拉童装

18.遂宁市河东新区九锅一堂中餐店

19.遂宁市河东新区六月雪欢乐干锅

20.遂宁市河东新区半坡手袋馆

21.遂宁市河东新区阿香快餐店

22.遂宁市河东新区吉布鲁餐饮店

23.遂宁市河东新区棉田志内衣店

24.射洪县柏翠庄园私房菜

25.射洪县飞宇门窗建材经营部

26.射洪县益禾种植专业合作社

27.射洪世纪和平诚信药房刘化容加

盟店

28.射洪县临江门记忆老火锅

29.射洪泰力王者通讯店

30.射洪德克士餐厅

31.射洪爱达乐糕点店

32.射洪县黄记名茶店

33.射洪县芊芊纺服装店

34.蓬溪县赤城镇橄榄树布艺经营部

35.蓬溪县菲尼斯门窗经营部

36.蓬溪县茗郎家居经营店

37.蓬溪县意尔康皮鞋店

38.蓬溪县忆东郊小郡肝串串旗舰店

39.蓬溪县汉庭邻家菜餐饮店

40.蓬溪县火辣壹号老火锅店

41.蓬溪县赤城镇绿叶春茶店

42.蓬溪县映月金座大酒店

43.大英县蓬莱镇融通通讯器材销售

门市部

44.大英县蓬莱镇吕氏农药经营部

45.大英县蓬莱镇南港美食城

46.大英县蓬莱镇鑫洋超市

47.大英县蓬莱镇棉田志袜子经营店

48.大英县蓬莱镇安踏专卖店

49.大英县精益眼镜行

第二批“遂宁市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示范单位”拟认定名单

附件

唐家渡电航工程暨凤台大桥项目主体工

程总投资 10.8 亿元。唐家渡电航工程与凤台

大桥同位一体建设，集发电、防洪、生态、交通

等功能为一体，是遂宁市跨越涪江的重点建设

工程，是遂宁市规划连接凤台新区和河东二期

的重要跨江通道。

该工程由中国能建葛洲坝五公司承建。

据了解，该公司是大型央企中国能建葛洲坝集

团旗下的专业交通工程公司，建设了多条国家

级高速公路、大跨度桥梁、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及砂石拌合系统等，具备强大的项目建设与管

理、科技实力。

“目前，我们正组织人力物力，全力加快工

程建设进度！”李筱波说，目前凤台大桥第四

联第四跨 15 号盖梁和支架同步施工。3 月 30
日前，唐家渡电航工程将完成左岸余下 5 孔闸

门安装，并拆除左岸围堰，改变河水导流方

式，河水将从已建成的 14 孔闸门流过，以进一

步加快建设进度。

去年 6 月、7 月，两次洪峰过境，对在建的

唐家渡电航工程暨凤台大桥项目造成不利影

响，工程被迫暂时停工。尽管遭受洪水灾害，

但中国能建葛洲坝五公司唐家渡电航暨凤台

大桥项目部不等不靠，积极开展好自救工作，

以期早日恢复工程建设。为加速工程进度，中

国能建葛洲坝五公司特意抽调工作组到遂宁，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在项目部的努力以及市

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去年 10 月中下旬，

唐家渡电航暨凤台大桥项目全面复工。

右岸电航工程重力坝建设加快进行，左岸

凤台大桥抓紧建设，电航工程左岸 9 孔闸门完

成安装……全面复工以来，唐家渡电航暨凤台

大桥项目部利用好秋冬枯水季节黄金施工期，

及时抽调组织人力，持续掀起施工热潮，工程

建设一天一个变化，项目进展迅速。截至 2018
年底，唐家渡电航工程主体工程累计完成建设

投资 4.2 亿元，凤台大桥主体工程累计完成建

设投资 7840 万元。

今年汛期前，唐家渡电航工程右岸的闸墩

将全部建好，9 孔底板混凝土浇筑将全面完

成；凤台大桥第一联、第四联、第五联将全部

完成施工建设。

全力加快工程建设 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能建葛洲坝五公司在遂建设掠影

2 月 25 日上午，唐家渡

电航工程暨凤台大桥项目

建设现场——船山区永兴

镇钟灵寺村及经开区小坝

子村之间的涪江河两岸，机

车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

梭，大型工程机械臂头舞

动，上百名工人正在各自岗

位上忙碌工作，一片热气腾

腾的建设场面。在建的唐

家渡电航工程暨凤台大桥

已雄姿初显，巍然屹立在涪

江河上。

“大年初六，唐家渡电

航工程暨凤台大桥项目就

全面复工，目前我们正利用

晴好天气，全力抢抓工程进

度，加快工程建设。”中国能

建葛洲坝五公司唐家渡电

航暨凤台大桥项目部经理

李筱波介绍。

“感谢项目部帮我们修复村道路，我们才

能重新走上宽敞、平坦的道路！”望着修复一

新的村道路，新桥镇小坝子村村民韩春芳感

慨地说。

去年，经过 6 月、7 月两次洪水冲击，小坝

子村道路坑洼不平，部分进村道路被冲毁，给

当地村民出行、生产带来不便。中国能建葛

洲坝五公司唐家渡电航暨凤台大桥项目部在

汛后立即组织人员设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对冲毁的村道路进行修复，解决了当地村民

的出行问题。

除对小坝子村部分冲毁的村道路进行修

复外，去年特大洪峰过境，唐家渡电航工程和

凤台大桥项目在建处被冲毁的部分防洪堤，

也由项目部进行了修复和加固。

同时，项目附近的水寨门村面临拆迁，许

多村民都搬走了，余下的部分老年人腿脚不

便，项目部职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老人们悉

心照顾，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此，水

寨门村老年协会负责人为项目部赠送了绣有

“敬老爱老，弘扬传统美德；倾情奉献，彰显央

企责任”的锦旗。这面锦旗，承载了水寨门村

老人对项目部的感激之情。

“全力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履行央企社会

责任。”李筱波表示，项目部干部职工将更好

融入遂宁建设，加速工程建设，以优质工程助

力遂宁经济发展。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克服洪峰过境不利影响 全力加速工程建设 展示央企责任与担当 融入地方建设发展

唐家渡电航暨凤台大桥项目部工程队修复小坝子

村村道路 梁界波/摄

市委政法委保障唐家渡电航项目建设特色党日

交流会重温入党誓词 梁界波/摄建设中的唐家渡电航工程暨凤台大桥 刘昌松/摄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