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到来，各地将迎来旅游
出行和探亲访友高峰期。为平安健
康地享受秋高气爽好时节以及亲友
欢聚好时光，这份国庆假期健康小贴
士送给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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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十一”实用健康小贴士请收下！

秋季养生
要注意预防呼吸疾病

中医专家提醒，立秋之后，气温开
始降低，雨量减少，空气湿度相对降
低，且昼夜之间温差增大，是呼吸道疾
病高发的季节。在秋季应注意养生，
注意饮食调养、起居调养、情志调养，
预防呼吸道疾病。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呼
吸科主任谭光波教授介绍，立秋之后，
养生讲究“养阴防燥”。首先要注意饮
食调养，要多喝水，少吃葱、姜、蒜、辣
椒、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等，可适当食
用一些时令水果，还可以食用百合蒸
南瓜、银耳枸杞粥、雪梨炖川贝等滋阴
润肺的食品。

谭光波说，立秋之后，天高气爽，
应做到早睡早起，不要长时间待在空
调房里。由于昼夜温差增大，要及时
增减衣物，防止受凉感冒。有基础性
疾病的老年人秋季养生要做到内心宁
静、神志安宁、心情舒畅，避免因为不
良情绪影响身体健康。

谭光波提醒，患有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人群，立秋后可以针对个人情
况进行食疗，饮食清淡，注重营养，必
要时在中医指导下予以中药汤剂调
理，可增加免疫功能。

（据《科技日报》）

乐平市康鑫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扩建年产1000吨
N-乙氧羰基-N，N'，N'-三甲基胍、1500吨吡唑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乐平市康鑫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扩建年产1000吨N-乙氧羰基-N，N'，

N'-三甲基胍、1500吨吡唑改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现已形成，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 第4号）规定，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信息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GHLXO06V9uAnl2LHgPQGQ，提取码：sgax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
地评价范围内的、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及企事业单位。

三、公众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如需要
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需索取补充信息的该项目公众，
可与联系人联系，具体联系方式见第五条。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
多种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方式见第五条。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
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
外 的 用 途 。 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地 址 如 下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联 系 邮 箱 ：
1055422461@QQ.com；联系地址：江西乐平工业园区乐平市康鑫医药化
工有限公司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乐平市康鑫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电话：
13338066618 王先生；环评单位：南昌雄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791-86610112 朱先生 电子邮箱：1055422461@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信息公开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特此公告

乐平市康鑫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迁坟通告
临空经济区富强大道项目已全面开工。富强大道属南北

走向，南接港兴路，途径枫杨村前庄村庄东侧水塘、樵舍村大
山、徐家岗、八角墩山、案山、至吾仙塘以西垅田边上（具体见现
场红线）。

为强力推进该项目建设，现紧急通知要求位于该项目征地红
线范围内土地上的所有坟墓，在2021年10月10日前自行搬迁完
毕，如逾期不迁，将作无主坟墓处理，政府将统一搬迁安放。

特此通告
联系人：夏邦儆 13870810416

经开区樵舍镇人民政府
2021年9月30日

变更公告
2021年9月24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

管分局批准，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宽田支行
营业场所由“于都县宽田乡宽田圩”变更为“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县宽田乡新型农贸综合市场”，并更换了金融许可
证 。 金 融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B0875S336070026、流 水 号 ：
00903272，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6月20日、发证机关：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许可证颁发日期：2021
年9月24日。现予公告。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上饶仲裁委员会送达公告
王敏：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国昌置业有限公司与你的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饶仲
字第479号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员选定函、第二届仲裁员名单、仲裁暂行规则等文
书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
仲裁员、提交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7日内、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逾期未
选定仲裁员的，本委主任将指定仲裁员(首席仲裁员)赖
声利，选定仲裁员吴良金、指定仲裁员李涛组成仲裁庭
审理本案。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委秘书处(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中大道 26
号，0793-8193156)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上饶仲裁委员会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井山水库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江西
省抚州市东乡区井山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PLcFfycxnvtMUYFNRrkI1w 提取码：irpp；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
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NPt2L6PWKFv0OBlaQXR⁃
BA提取码：qxkn

四、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抚州市
东乡区水利局，联系人：乐主任，联系电话：13870407179；环评单
位：知行道合(江西)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麦
工，联系电话：0791-88116290，E-mail：25882843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项目
有意见和建议的，以公众意见表的方式，根据以上联系方式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
意见。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均可提出公众意见。

拍租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10月7日下午15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举办拍卖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信丰县商铺三年租赁权，商铺位于信丰县嘉定镇广场巷A栋商住楼5-6号，建筑
面积约 134.33 平米。起租价 800 元/月，竞租保证 2000 元。二、拍卖方式：采取增价拍卖方式进行，价高者得。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2021年10月7日12时。展示地点为标的所在地。四、竞买条件：凡具有独立
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均可凭有效证件参加竞买。竞买人应当在保证金进账截止时间前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注册并报名意向标的的竞买，同时在线下缴纳竞买保证金及报名费，之后才能取
得正式竞买资格，报名资料费300元（不退）。保证金进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7日12时，（户名：江西融宝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赣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蟠龙支行；账号：131049230000016637。转帐时备注
竞买标的号）。五、报名地点及联系电话：赣州市青年路36号供销大厦6楼。18720110006罗经理 19970800844
李经理（微信同步）。六、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江西融宝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30日

穗甬融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应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穗甬融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应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SYRX-YZ-202109），穗甬融信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应智。穗甬融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应智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应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应智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所有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
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特此公告

穗甬融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应智
2021年9月30日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余额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保证人 抵押人

1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15,841,644.02 5,819,000.00 10,022,644.02 张钢、张兴龙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31日的逾期本金扣除已执行到位款项2,410.10万元（不在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内）后计算的金额，
贷款本金余额、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应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穗甬融
信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赣州锐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亿个功率器件芯片及封装测试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现将《赣州锐
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亿个功率器件芯片及封装测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全本公示，公开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获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beJWl5FRqB375MMU8H1sA 提取码:qczh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下载网址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调查表的方式和途径
1、通过电子信件的方式提交公众参与调查表，电子邮箱地址JXLZSTHJJT@163.com
2、填表公众自行打印，寄至：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州综合保税区标准厂房

3#楼，刘工 13662618800。。
五、公示时间
自本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赣州锐晶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赣县区支公司
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赣县区支公司南塘
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43839 机构编码：000005360704006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06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南塘镇南兴大道120号
联系人：管可竞 电话：19917151909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

公 告
章皆华：本院受理谷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告知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孝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河 湖 村 村 民 姓

名：苏进国，性别：男，
出生于 1953 年 03 月
11 日出生，苏进国与
苏甫之间无亲生血缘
关系，现寻亲生父母，
委托单位：抚州市公
安局临川分局罗针派
出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关于换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文清路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60702003 许可证流水号：00043821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大公路124号一层店面1—8#、二

层201室、三层301—303室
联系人：王伟玲 电话：0797-821706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关于换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沙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60702002 许可证流水号：00043834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沙石村田心二组一楼
联系人：刘建红 电话：0797-824067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关于换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南康区支公司龙回
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60703011 许可证流水号：00043835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6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回镇窑下村罗屋组烂泥垅
联系人：赖光梅 电话：0797-72879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关于换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义县支公司上堡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60725008 许可证流水号：00043838
成立日期：2009年9月17日 发证日期：2021年9月16日
机构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上堡乡（柳树坝）集中安置点1栋48号
联系人：范燕珍 电话：0797-381172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赣州监管分局

刊登热线：18970034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