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伊川法院

执行法官范新伟、申请人姚某以及被执行人

吕某来说是不普通的一天。范法官通过多方

努力，不仅让身陷囹圄的被执行人吕某履行

了还款义务，还顺利执结案件，保障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

2014 年 5 月，吕某因急需资金向姚某借

款 5 万元，约定一年内还款，但到期后姚某多

次催讨，吕某总是推拖不还。2016 年初，吕某

因故意伤害案件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姚某眼

看要钱无门便将吕某诉至法院，但是判决生

效后吕某仍拒不履行，案件转入执行程序。

法院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范新伟通过

多种渠道对被执行人吕某财产开展调查，根

据查询线索得知，被执行人吕某的工资账户

只有一千多元，根本无法偿清所欠债务。因

被执行人吕某还正处于服刑期，认为自己无

能力还款，而其家人也认为人都在牢里，还

了有啥用，就是破罐子破摔不愿意还钱。因

吕某确实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进入僵

局。

但是，范法官仍然没有放弃，他多次找到

吕某的家人，拿出准备发往监狱的《司法建议

书》，告知其拒不履行的严重后果，“他们原本

是好朋友，现在却因为钱反目，作为吕某的家

人，你们肯定是想让吕某减刑早点出来，如果

你们拒不配合，吕某名列失信人黑名单，肯定

会影响到其刑期减免。”

为了让吕某早日回家，吕某家人在多番

打听和考虑后，在一周后主动将执行款送至

伊川法院，案件顺利执结。

“功夫不负有心人”，范法官根据执行案

件特点，细致了解案情，耐心调解案件，终于

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实现了案结事了，收到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渊丁俊丽 李雅雯 本报记者 罗红耀冤

8 日，河北省衡水市政府党组成员、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姚幸福在中科院院士高端装备

产业衡水峰会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签约仪

式上表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落户建设，

将进一步探索院地协同创新模式，打破装备

领域国外技术的垄断。

当日，姚幸福主持会议并对衡水高新区

进行推介。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副局长、中

科衡水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齐涛，中国科

学院院士朱日祥等分别讲话，并举行了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签约仪式。

据介绍，衡水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与中科

恒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合作期限 15 年。产业园初

期用地 200 亩，院士及人才配套用地 60 亩。

产业园立足全球能源行业，研发和转化具有

前瞻性的能源服务技术和装备，通过重大专

题技术的孵化和产业化，建立“理论创新垣技
术研发垣成果转化+金融驱动”四位一体的新

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姚幸福称，这次峰会的召开和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的落户建设，是衡水高新区与中

科院战略合作的“大树”上结出的又一“硕

果”。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将进一步探索院

地协同创新模式，推动重大专题技术的孵化

和产业化，打破矿产资源探测、油气资源探测

和页岩气高效开发智能导钻装备技术体系等

装备领域国外技术的垄断，建设能源、矿业领

域高端装备制造的战略高地，对该区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跨越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表示，科技

是国之利器，创新是衡水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衡水科技谷、衡水创新港、衡水科创中

心“一谷一港一中心”三大协同创新平台加快

推进，“中科院+”“院士+”“千人计划+”“硅

谷+”四大协同创新共同体初步形成，领军人

才、高端团队等创新要素蜂拥而至，与 35 家

科研院所达成合作项目 160 余项，解决难题

百余项，钒钛全系、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装备

等 10 余项百亿级高新技术项目启动实施。可

以说，衡水正在成为国内外产业、资本、人才

极为青睐的热土，成为京津冀区域极具活力、

潜力的创新之城。 (崔志平 王鹏 张岩)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落户河北衡水
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赵岭话剧“撩”苏丽
墨西哥国宝级喜剧
征服开心麻花

“我在笼罩宇宙的大火里熊熊燃烧，它给

我脆弱的生命戴上镣铐。”话剧《社会形象》漂

洋过海而来，首轮火爆深受观众喜爱，受邀开

心麻花超级伙伴合作计划。新一轮演出已经

开售，11 月 16日-18 日 A33 剧场上演。

9 月 7 日主演苏丽，赵岭，现场歌手王若

卉，翻译杨明江，出品人刘淑艳，制作人孙天

奇、演出运营苑钟文等出席了发布会。

在话剧《社会形象》中，男模“雷内”五次

推开女教师“埃维利亚”的家门，又五次夺门

而出，两人的人生图谱由此交错。赵岭塑造的

“雷内”充满魅力，一步步逼退埃维利亚顽固

的防线，使她放弃维护已久的“社会形象”。

“这个故事的喜剧性长在它的根上，相信观众

看完都会有所思。”这部戏首批入选开心麻花

超级伙伴计划，喜剧风格完全不同于爆笑，依

旧受到开心麻花力荐。除了苏丽、赵岭的激情

对垒，音乐总监王若卉的加入也令人期待。

《社会形象》曾被墨西哥戏剧评论家协会

评为年度最佳话剧，上演百余场而不衰。编剧

巴勃罗·萨利纳斯终生致力于揭露表面和虚

伪，一共写了 24部话剧，有喜剧、讽刺剧、历史

剧、荒诞剧、象征主义戏剧和黑色幽默戏剧。

这部剧表现出对爱情、自我、社会的困惑

与思考，影响了整整一代墨西哥青年。1989
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引进此剧，杨明江担任

翻译，优美的戏剧构作和极具冲击力的故事

引发社会反响。

中墨文化年刚刚过去，作为唯一一部在

国内上演的墨西哥话剧，《社会形象》的重排

意义非凡。看过首演的年轻观众调侃：“虽然

社会背景不同，依然感动.”
发布会上，杨明江老师代表墨西哥大使

馆致函祝贺：“我们期望观众们喜爱和享受

《社会形象》这部戏，更希望中国的文艺界和

观众对墨西哥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加。”并与赵

岭搭档表演了墨西哥民谣《美丽的天空》。

渊王海亮冤

马钢铁运公司坚持“运行有效、保障

有力、系统优化、节能降耗”的方针，加强

设备状态把控,不断夯实基础管理，以设

备检查为抓手，定期组织开展机车、车

辆、铁路、信号及特种设备的专业检查，

运输保供能力进一步提升，促进点检质

量提高，全力做好低成本运行下的设备

保障工作。图为职工在对设备进行维修

检查。 （汪盛竹 胡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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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由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主办

的第三期 EAP 初级专员培训班，在东风德纳

车桥有限公司十堰工厂落下帷幕。EAP 初级

专员的培训工作正是该企业切实关注和维护

员工的身心健康，有效实施员工心理辅导计

划，引导员工寻求身心幸福的一项举措。本期

培训的 30 名学员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经历

了一次心灵成长的旅程。

学会连接，敲响通往幸福的大门

本次驻场培训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

雨琼担任培训导师，在课程的第一天，罗老师

要求每个学员真诚的介绍自己，“我是谁、我

是谁和谁的孩子、我来自哪里……”虽然学员

们同在一家企业，也许并不陌生，但是这个自

我介绍却有种“破冰”的效果，一下子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每个小团队中的五个人彼此紧

密的连接在了一起，积极设计队名和口号，一

下子，就让学员们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同时

也找回了自我。

第一天培训结束时，罗老师布置了一道

“家庭作业”：尝试去拥抱一下父母，体验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这是罗老师让学员体

验家庭成员之间“连接”的重要性，锻炼学员

的觉察力。在第二天的课堂分享中，学员小 H
激动地分享了她的感受。当她回家分别拥抱

了公公、婆婆，公公红了眼圈，婆婆当时就流

了泪，她自己抑制不住跑回房间痛哭一场。一

家人的情绪在那一刻得到释放，打开了心门。

随之，公婆对她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对她叫

了十几年的“小 H”竟然改成了“丫头”。没有

血缘关系的两代人因“连接”而发生了巨大的

心理变化，家庭关系从此将会更加融和亲密。

也有些学员分享了与子女、妻子（丈夫）之间

产生的变化，罗老师对分享的学员一一进行

了点评，并给予了肯定与祝福。

改变认知，读懂幸福人生的三境界

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注解。罗老

师通过人生三重境界：第一重，看山是山，看

水是水；第二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

三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深刻诠释了：

人因认知不同，对幸福的体验也不同这个道

理。幸福来自内心的觉察，只有觉察到自己的

问题才会去改变。改变对事物的认知，改变自

己的心智模式，终会体验到生命不一样的驿

动。罗老师通过身边的实例讲解了心态与状

态、心态与人生、心态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

用觉察和改变去提升自己，用转换思维方式、

转换语言模式、改变关注点，来减缓心理压

力，改变人际关系，提高幸福力。

这次培训，虽然有严格的考核，但大家的

热情却空前高涨，期待着每天课程的开始。学

员分享，老师辅导；别开生面的入场，将课堂

气氛烘托到了极致。每组学员自编自导自演

入场式，情景剧、小品、歌曲、诗歌朗诵、三句

半等艺术形式轮番上阵，学员们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在短时间内，即兴表演，表现出了较

高的沟通协调能力。通过角色扮演，换位思

考，体验不同角色，用罗老师的话讲，就是找

回真实的自已，体验不一样的生命意义。这种

学习体验，让学员们非常享受学习的过程，加

深了对 EAP 的理解，同时促进了学员把课堂

所学灵活应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自助助人，共渡幸福人生的彼岸

为期一周的培训，学员们学习了职业心

理健康、EAP、心理学常识、工作中沟通访谈

技术的应用、建立良好访谈关系的核心技术

等专业知识，现场体验了减压冥想。罗老师通

过大量的案例和自身体验，与学员们一起对

亲子教育、家庭关系、人际交往、职业心理健

康等话题进行了剖析和探讨。

目前压力是企业心理问题的核心。EAP
专员是一支可以直接为员工服务的心理辅导

队伍，因为来自基层的他们更了解员工自身

的需求，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员工解决工作和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EAP 专员通过培训，首

先自己得到学习成长，先改变自己的心智模

式，管理好情绪和行为，使自己获得幸福和快

乐；再通过所学帮助他人，给到他人方向，学

会自助的能力，使自身得到成长。这是一个从

自助———助人，再到助人———自助的过程。学

员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新的服务渠

道、新的服务形式、新的服务内容，不断丰富

员工关怀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促进员工工作、

生活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工作改善和公司经

营业绩提升。也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 EAP
专员。 渊辛亚红冤

关注心灵成长 导航幸福人生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第三期EAP初级专员培训班侧记

主创合影，左一起：苑钟文、赵岭、苏丽、杨明江、

刘淑艳、王若卉、孙天奇

2018 年 9 月 1 日，股驿台农商头条正式

上线！股驿台对于原有的研究院模块进行重

新定位升级，主要致力于打造一个全面的农

商资讯！

农商头条主要围绕农商银行为核心点，

多维度呈现行业新闻资讯、动态等系列，为用

户提供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获取渠道。

农商头条主要是通过收集各大农商信

息、银行上市情况、银行股金分红以及年报信

息、各大网站热门银行新闻，给予用户全面的

银行资讯，及时了解农商银行信息，分析银行

情况，查询分红，看清楚银行的未来发展！

农商头条是股驿台一步一步的为用户打

造的资讯模块，一路走来，农商头条是广大用

户陪伴的结果！

2015 年，股驿台成立分类内容栏目，点

击访问量均达到 1 万次/日；

2016-2017 年，股驿台将内容栏目进行

改版，更名为研究院，通过增设银行数据模

块，添加 8000 千多条银行数据分红/年报/
IPO 年报解读，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的银行

信息，日均点击访问量达到 10 万次/日；

2018 年 7 月初，为了迎合用户多维度信

息需求，对栏目类别进行整改定位，9 月农商

头条正式上线！以全新内容视角展现，基于农

商银行信息为核心，把用户体验放首位，提供

多方位信息，截至目前用户累计破万，日均点

击访问量：50万次/日。

农商头条具有九大模块，分别是今日热

搜、农商天下、上市要闻、人物专题、股金分

红、年报下载、原创精选、金融时事、企业动

态。这九大模块分类清晰，全面的给用户最新

最优质的资讯信息，让用户及时了解银行的

最新动态，行业的趋势，看清楚行业的未来发

展方向！

《今日热搜》通过分析各大专业的平台，

了解用户的喜好，根据新闻咨询阅读量进行

推荐，使得用户更加直观的了解行业的最热

问题和信息。

《农商天下》主要是通过采集全国农商

行/农信社的信息，关联到农商行/农信社的

官网，及时更新最新消息，告知用户各大农信

社/农商行的最新动态！

《上市要闻》是主要通过报道银行 IPO 最

新的进度，让广大用户及时获取银行的上市

路程，不错过任何一家银行的上市信息！

《人物专题》根据银行业内知名的专家对

于行业的分析与讲解进行报道与跟踪，主要

致力于行业的发展和趋势，用户可点击人物

专题模块进行了解。

《股金分红》和《年报下载》通过收集各大

农信社/农商行的分红信息以及年报披露信

息，分析行社的资产规模、财务状况，转增分

红、现金分红等相关信息，用户可以快速获取

行社的基本情况以及收益情况。

农商头条基于农商银行数据以及用户需

求挖掘，推荐银行相关文章、银行交易信息、

行业动态新闻，架起用户与信息桥梁的一款

服务型产品，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方位的银行

资讯和大数据平台！

渊林美美冤

关于旧印章作废启用新印章的
公 告

为规范公司管理袁 中核和品成
都地产有限公司渊下称野公司冶冤
决定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启用
公司新印章 渊新公章 编号 院
5101100121356尧新财务专用章
编号院5101100121357尧 新法人
章侯绪民编号院5101100121359
且已在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
分局完成备案登记冤遥公司原编
码 5101109916328 的公章尧原
财务专用章编号院51011099163
29尧原法人章王曦编号院510110
9916330 同时作废袁不再使用遥
新公章尧印鉴启用前袁除我公司
已与成都市天府新区国土部门
签订的 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曳 及相关附属协议和
与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叶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曳外袁其他
与我公司如有签订了相关合同
或协议的单位或个人袁 务必在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持相关合
同材料及相关身份证明资料到
指定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德
商国际 A 座 16 层与公司办理
合同审核确认或解除/终止手
续遥对逾期没有办理的袁我公司
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
揖联系电话院渊028冤-67678628 铱
对任何继续利用已作废公章对
外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袁 公司
均不追认亦不承担任何责任和

后果袁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
任后果由使用人承担袁 公司届
时将保留追究相关使用人责任
的权利遥渊本公告已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成都晚报刊登冤 特
此公告遥

中核和品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荫新都区斑竹园镇恒立废旧轮

胎收购站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14MA6C0NP43T冤 营 业
执照正本遗失袁声明作废荫遗失四川美术学院 2015 级
公共艺术学院壁画系张青学生
证渊2015211356冤袁声明作废遥荫成都品尚上品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渊91510100MA61TER231冤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防伪税控
开 具 ) 两 联 版 ( 发 票 代 码
5100174320, 发 票 号 码
06190836)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成都市大智无疆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袁 核准
号院J6510072490801袁开户银行院
兴业银行成都温江支行袁法人院
胥啟东袁账号院43136010010000
9938袁声明作废遥荫宜宾征城房地产信息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袁核准号 J6710003676501袁开
户银行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宾南兴分理处袁法人院
罗洋袁账号 2247110104000397
8袁声明作废遥

荫成都市北齐书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袁营业执照副本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1510132394609336
E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四川省鸿祥科技有限公司
渊税务登记号院51010855644147
7冤遗失通用手工版发票渊仟元
版冤一本渊发票代码院151011471
001袁 发 票 号 码 院02875701 -
02875725冤声明作废遥荫注销公告院四川久多建筑劳务
有限责任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1U4JQ7U 冤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注销公告院 四川艺森缘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0MA61XMBL0L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袁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洛阳东平金属结构制作有限
公司 渊统一社会 信用 代码院
91410328MA45JG5AXW冤开给
成都阿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
抵扣联渊发票代码院4100164130遥
发票号码院06363564袁 价税合
计院100000.00袁 开票日期院2018
年 08 月 30 日 曰 发 票 号 码 院
06363626袁价税合计院50000.00袁
开票日期院2018 年 09 月 03 日冤
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小二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5
MA61X2XF7A冤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四川中益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
3505226185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成都吉力实业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73481
53217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注销公告
四川长鑫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8
350522650G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创宝建设有限公司袁韩高利袁
三类人员证书编号: 川建安 B
渊2016冤1200326 遗失作废荫四川总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小东三类人员证书编号:川建
安 B渊2017冤1200308 遗失作废

荫成都七彩红商贸有限公司袁
营业执照副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0L201558542冤遗
失袁声明作废遥荫成华区惠邻里生鲜超市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2510108M
A6CE9N57B冤 营业执照正本尧
副本遗失作废遥荫成都环球博创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510100MA6CRKBD72冤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同徽贸易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039465
8306F冤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成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 司 发 票 领 购 簿 渊 号 码 院
000608031227147冤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广汇川贸易有限公司 渊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0MA
61WEFA9J冤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锦江区秀妃美化妆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 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510104MA6C198A1
0冤尧卫生许可证川卫证字[2016]
第 510104000101 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天利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04
MA6C7FBX87冤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成都同花顺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股东会已决议解散公
司袁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在成都市金牛
区金泉街道两河路 555 号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成都同花顺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清算组荫遗失公告院 四川一加一迁巢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院
915101070833488458冤正本尧副
本袁特此声明作废遥荫成都市飞月荣成贸易有限公
司袁营业执照正副本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633196033
X7冤尧 开户许可证 渊核准号院
J6510067158801袁 开户银行院南
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金府支行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创响青年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0MA61UJ610F冤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荫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渊纳税人识别号 91510000
201802616Y冤 遗失石家庄四药
有限公司渊纳税人识别号 9113
01001044060055冤于 2018 年 06
月 14 日开具的河北增值锐专用
发票渊发票代码院1300172130袁发
票号码院02965701袁 价税合计院
49680.00冤声明作废遥

注销公告
成都汉鑫汇投资中心 渊有限合
伙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
100080646054A 经合伙人决定
注销袁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成都汉
鑫汇投资中心渊有限合伙冤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遥荫四川中宏远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4MA6CH39H
60 遗失作废遥荫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
第十四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82900769 及公章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877123688-X 遗失作废荫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
第十八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2902122 及公章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777124334-2 遗失作废荫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
第六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5101042900895 及公章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477121819-8 遗失作废荫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
第十五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2902019 及公章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7771231608000 遗失作废荫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
第十六货运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2902018 及公章
和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777123165-9 遗失作废荫金牛区渊成都冤荷花池中药材
专业市场长林中药行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510100600284535
遗失作废荫四川晖伦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袁昝吉洋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袁 编号院 川建安 B(2015)
0007989袁遗失作废遥荫锦江区航嘉家用电器经营部
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曳正副本
渊注册号院510104600437937袁经
营者院周海冤遗失袁声明作废荫成都市技师学院王宇尧官庆尧
张婉尧杨佳宇尧蔡汶芹尧王刘洋尧
康浩祯尧赵俊杰尧刘雨婷尧宫宬尧
吴忠玻尧沈丁香尧 丁垌森尧罗云
毅尧朱玥伟尧潘琳翔学生证遗失荫成都汇泽商贸有限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府新区
华新中街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袁核准号院J6510064549402袁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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