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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全 国
优秀共青团员”荣
誉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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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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研究，决定召开四川
蓬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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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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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审计报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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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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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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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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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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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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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至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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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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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5日

经遂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遂宁市城区 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采用在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应价的方式，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网络（www.snjsjy.com）及挂牌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9 年

5 月 21 日 17:00，在网上（www.snjsjy.com）提交

申请，并根据网页提示完成报名程序。网上

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1 日

16:00。此次挂牌只接受网上报名。

经网络电脑系统自动审查，申请人按照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由

网络系统给予申请人确认信息，具体操作见

网站提示。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于报名期

间到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矿产出让

事务中心提交书面申请资料，经工作人员审

核通过后，按规定参加挂牌活动。

除明确要求需提供的报名资料外，竞买

者必须提供所有的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印章，并提供原件备

查。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

取消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在 遂 宁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www.snjsjy.
com）进行网上报价，挂牌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2 日 9：00 时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16：00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见挂牌文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遂宁市土地矿产出让事务中

心（嘉禾东路６号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二办公区二楼）

联系人：于兰、张昕

联系电话：0825-2265133、0825-2310750

九、几点说明

1.竞买者必须登录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www.snjsjy.com）自助注册并设置帐号

和密码。

2.竞买者在网上注册、报名、竞价过程中

遇到技术问题请咨询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联系电话：15388363888（王刚）

附件：2019 年遂宁市市本级第三次挂牌

出让宗地情况表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4月 29日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遂自然资规公〔2019〕4号

序号

1

地块位置

遂宁经开区新桥镇S205

线西侧

用地面积

125238.19平方米

（187.86亩）

土地用途及使用年限

公用设施用地50年

规划设计条件

规划用地性质

公用设施用地（用于渠河饮

用水源取水口集中北移工程

净水厂建设）

容积率

不大于1.0

绿地率

不小于20%

建筑密度

不大于30%

建筑控制高度

不大于30米/

起始价

（万元/亩）

26

保证金

（万元）

970

其他

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

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50%，6个月内缴清全部土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附件 2019年遂宁市市本级第三次挂牌出让宗地情况表

关于召开四川蓬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文静、腼腆，不苟言笑，平和的面容

却透出白衣天使的柔美，工作中的热

心、耐心、细心溢于言表，这就是李玥

霏，遂宁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

士。多年来，她始终不忘初心，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一名护理工作者的责任和

担当。李玥霏说，“荣誉既是鼓励，也

是鞭策，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更好

地学习业务技能，掌握更多的医学常

识，当好每位患者的‘守护神’。”

不断提升护理水平
兑现一名护士的使命

5 月 5 日下午 3 时许，在遂宁市中

心医院急诊科，李玥霏刚刚参与了一

次抢救任务。近 1 个小时的抢救下来，

李玥霏额前的头发早已被汗湿。

众所周知，急诊科护士是一个既繁

重又劳累的工作岗位，李玥霏却没有

任何抱怨。“护士工作与其他工作不一

样，这关系着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容不

得半点马虎。”李玥霏告诉记者，作为

一名护士，“三天一学习，一周一小考”

已成为日常，这也是保持护士基本操

守和能力提升的必要过程。

由于医院急诊患者较多，李玥霏几

乎每天都加班。但即使再忙碌，她也

会抽空为自己“充电”，各项护理操作

技能、基础护理等学习资料一样都不

少 。“做一行就得爱一行，认真对待每

一位患者，就是一名护士的使命。”

带着这股冲劲，李玥霏不仅多次获

得医院表彰，还获得了“四川省优秀共青

团员”及“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的殊荣。

96秒救回急诊病人
与团队并肩作战赢得荣誉

患者突发情况频发，作为护士必须

要做到反应快，而且护理技能也得过

硬，李玥霏几乎每天都要经历考验。

2017 年的一天，李玥霏刚到岗接

班，就突然听到急诊室外传来一阵呼

救。此时一名中年男子倒在地上，奄

奄一息。见此情形，李玥霏迅速与同

事一起将患者抬上担架。“时间就是生

命，有时候容不得太多的考虑，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就是救人。”来不及多想，

李玥霏纵身一跃跳上担架床，迅速采

取跪姿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一二、

一二……每一次按压，她都能感到身边

人的紧张和期盼。 96 秒，李玥霏双手

早已发麻，但她知道，多一次按压，病

人就会多一丝生还的希望。带着这样

的理念和执着，李玥霏和同事始终没

有放弃，用尽全力实施抢救工作，最终

她们成功将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病人能

抢救过来，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努力。”

李玥霏坦言道，“96 秒”事件是团队的

一次成功磨练，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动

力，也更加坚定了她继续努力学习和

巩固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决心。

如今，李玥霏依然坚守在急诊科的

岗位，做着普通却又不平凡的急救工

作。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我市两位女青年荣获
共青团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五四青年节”之际，共青团中央表彰了一批

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遂宁市第四中学校团委书记陈娇荣获 2018 年度“全国
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李玥霏荣获 2018 年
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而这也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团员和团干部的最高
荣誉。

5 月 5 日，本报记者对两人进行采访，了解荣誉背后的故事。

面容清丽，干练大方，这是记者对

陈娇的第一印象。当记者在办公室见

到陈娇时，陈娇正忙着备课。

爱岗敬业
让川剧在校园发扬

“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

哪里搬。”谈及这次获得的表彰，陈娇

笑了笑，表示没有什么，这一切，都是

大家的功劳。

“学校团委的事务繁杂，大到组织

各种大型活动、团课，小到关注个别学

生的思想工作。对我而言，忙碌的工

作已是常态，只要和学生们在一起，我

就觉得充实、快乐。”陈娇说，对共青团

工作的热爱，成了她这些年坚守岗位
的源源动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娇近年来还
负责了学校的川剧特色教育工作，每
次，她都能很好地与市川剧团的专业
教师进行协调。有时候懂得多了，自
己也当“师姐”辅导学生。

在市川剧团的协助下，近年来，遂
宁四中打造的《盛世霓裳》《盛世舞太
平》《新遂宁新四中》《涪江新蕾爱川
腔》等多个川剧精品节目在各个比赛
中纷纷获奖。 2017 年，陈娇参与指导

的川剧课本剧《花木兰》参加由四川

省教育厅、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四川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四川省

第三届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演活

动，荣获一等奖和创新奖。该节目的

改编版还参加了 2018 年四川省第九

届中小学艺术节，荣获了中学戏剧组

一等奖。

表彰是激励
提升自我成为优秀引路人

“现在的学生，都比较早熟，而且叛

逆期来得也比较早，个别学生甚至会

遇到早恋、和父母沟通较少等诸多问

题。”除了团委书记、数学老师的身份

外，陈娇还有个特殊身份——心理老

师。对此，陈娇充分利用自己心理学
专业的优势，在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讲座、团体心理辅导、个体心理辅
导，全力让学生们积极健康地面对所
有的问题。

陈娇是一名军嫂，丈夫常年在外，
一年也就一个月左右的假期。因此，
陈娇是又当爹又当妈，教育陪伴孩子
的重担，基本上压在她的肩上。

“日常照看，还有父母公婆，就怕小
孩生病啥的。有一次，小孩反复发烧
了 6 天，但我都没有请假，因为手里的

工作太多，实在是忙不过来。”陈娇说，

就连产假，因为工作需要，她都提前一

个月返回岗位上班。

“这次获得的荣誉，不仅仅是对我

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未来工作

的一种鞭笞和激励。”陈娇告诉记者，

在学生的成长道路上，她会努力工作，

为他们指明方向，助其坚定信念、提升

自我，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青春引路

人。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

爱岗敬业提升自我
成为优秀引路人

人物：陈娇
单位：遂宁市

第四中学校团委
书记

荣誉：“ 全 国
优 秀 共 青 团 干
部”荣誉获得者

尽职尽责救死扶伤
当好患者“守护神”

广告

广告

青春
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