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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9 日，玉阶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舒布启与绵阳林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里顺在南充绿地智慧城签订战略投资合作

协议。

为形成发展共识，促进产业合作，推动应

急文化，双方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从

顶层设计，共同组建玉阶应急产业发展服务

有限公司（非上市），致力于打造应急产业的

领军企业和拳头产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以

“互惠共赢”为宗旨，以应急产业园区建设项

目、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建设项目、城市应急

综合管理体系建设项目为切入点，打造应急

产业的国内标杆和应急文化企业的优秀典

范。双方将沿着点、线、面逐渐深入，从项目合

作到将来实现体制机制的深度合作。在相关

项目推进过程中，整合资源、资金等优势，以

提高利润率，实现高质量发展。重点开展项目

论证、应急预案、市场推广、系统研发、产品生

产、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企业

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的整体化、系统化的认

知和掌控能力。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和安

全监管能力现代化，以科技化推进应急产品

的提档升级和应急产品、应急装备等在现实

社会运用的普及使用。

同时，共同推进与探索应急文化服务、应急

法律服务、应急心理咨询服务的新业态、新方

向、新方法。重点打造中国应急产业（企业）百人

团、中国应急产业发展年鉴、“哨笛”-中国应急

产业互联网平台、“会师团”应急产业创投大社

群等筹建项目。开发、建设、研究、在应急服务领

域的共享数据、模块，搭建应急产业的金融平

台、人才平台、园区平台、供销平台。 渊龙柯利冤

日前，淮北矿业临涣选煤厂东区选煤车

间在该厂二季度安全生产体系建设评比中被

授予“示范车间”。至此，这个车间今年已连续

斩获该厂一、二季度体系建设“示范车间”殊

荣，同时车间一班、四班也连续被厂评为体系

建设“示范班组”，这在该厂尚属首次。这个车

间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秘

诀何在？

健全制度袁细化管理遥该车间始终坚持以

安全生产体系建设为统领，用心、用力、用功

积极推进“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严格落实

集团公司和厂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

制度措施，从考核制度入手，将其与安全市场

化工资分配紧密结合起来，保证体系最终落

地生根，取得实效。车间领导班子多次召开座

谈会，讨论研究制定切合本单位实际的考核

办法、实施方案，最终形成《东区选煤车间安

全市场化暂行细则》，考核内容和分配办法具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出台后重在实践，

贵在坚持，脚踏实地把体系建设各项要素一

件一件地抓、一天一天地抓，一以贯之地坚持

下去，在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自身亮点，

完善固化已有成果。在学习记录、活动开展、

现场打分等方面更完善、更细致、更标准。

明确职责袁强化责任遥 上有所行，下有所

仿；上有所率，下有所进。该车间明确各级人

员岗位应承担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从车间

主任到岗位职工层层传递压力。管理人员采

取包干办法，利用班前会直接和职工开展一

对一体系建设宣讲，让职工自己在工作岗位

中主动判断风险源，自己提醒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及时避免事故发生。盯紧安全关

键环节、关键节点、关键领域，严抓制度执行，

严肃安全纪律，切实做到责任层层落实、压力

层层传递、管控层层到位。

车间党政正职强化对班组、个人的考核

监督，做到考核公平、公正、公开，一碗水端

平。车间副职对分管体系要素考核标准及时

进行修订、完善，督导督查班组层级、岗位层

级考核执行情况。每周五安全例会结束后，开

展一次车间 360毅全方位自查，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让隐患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规范运行袁 层级考核遥 车间加大对班组

“4+1”要素考核，严格班组考核问责，考核结

果作为班组长综合能力评价、选拔任用和评

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车间值

班干部负责每天对班组打分考核，分管副主

任和现场体系检查人员在现场走动式管理过

程中，每天带着检查清单到现场，按照检查组

划分的 A、B、C、D 四个范围进行检查，查到的

问题即时下“五定”整改单，作为每日体系考

核打分的主要依据。车间值班干部在现场走

动式管理过程中或值班期间发现的现场问

题、车间其他管技人员在现场随机抽查中发

现的现场问题，全部纳入打分考核依据。

班组加大岗位职工“3+1”要素考核，注重

在职工中选树先进标杆，让先进典型引路，形

成抓体系促安全良好氛围。当班班长负责班

组职工每天的打分考核，车间值班、管技人员

等检查出的扣分项，各班班长按照责任归属

兑现到相应岗位职工。班组长在班组自查发

现的问题，直接对相应责任人给予扣分处理。

发挥正激励杠杆作用，职工在工作中主动发

现问题和排查隐患及干额外安排的工作，班

组给予一定的加分奖励，不但促进岗位安全

生产，而且有效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促进

体系建设扎根班组、岗位和现场，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渊石启元冤

连续斩获安全“示范车间”的秘诀

四川达州西南职业教育园区南北干道

B2 标段工程是达州市政府规划的重点教育

工程。该标段全长 1.140公里，其中包含一座

大桥，是重庆能源巨能川九公司从煤炭施工

转型之后又承建的一市政道路工程。

迎难而上，破解施工难题

据了解，该标段地质条件复杂，前后落差

大，路基范围内有大片池塘、水田、河谷，桥梁

跨河及断层，淤泥覆盖层厚，软弱路基基础不

均，高填方防沉降、桥梁桩基、桥台承台桩钻

进施工防塌等难题。为此，项目部成立技术攻

关小组，精心策划方案，开展专题研究，组织

精湛力量，科学组织施工。

可在抛石挤淤及挖淤换填基础刚施工

时，正遇大雨，路基很容易出现松散、软弹、翻

浆等问题，所以，只能先采用重型压路机对所

抛片石进行碾压，然后在完成后的抛石挤淤

基础面上铺设厚度 30 厘米的级配砂砾料，再

进行填土分层碾压，以保证路基达到设计承

载力要求。

在基层水稳层施工期间，又正遇上 7 月

高温及暴雨多发期，施工难度非常大。每施工

一小段又来一场大暴雨，导致己成型并达到设

计承载力要求的路基层被冲毁或浸软，因此又

得必须重新处理。高温施工时因温度高，混泥

土凝固又快，如退回搅拌场重新加工会造成

人、材、机的浪费。面对这些问题，项目部组织

专题会进行了研究，针对气候条件，采用了

“先预后备、集中加速、高温控湿、覆盖养生

“十六字”工作法。所谓“先预后备、集中加

速”，就是先关注天气预报，再确定现场如何

展开施工。即在无雨时集中所有人、材、机加

快施工进度，有雨时集中备料及机械检修。

“高温控湿、覆盖养生”就是在高温施工中，及

时碾压并严格控制作业段长度；每段碾压完

成自检压实度合格后，立即用养护膜对已完

水稳层进行覆盖，同时用水车进行定时洒水

养生，使水稳层始终保持温润状态。

工人肖礼东说：“这期间，虽然我们很多

人都出现了重度感冒、中暑及发烧现象，甚至

有的人脚被磨破，衣服被刮烂…….但我们成

功解决了施工难题，为市政施工取得了技术

总结和经验，这也是非常值得的。”

巧思妙想，攻克技术难关

项目经理王友科介绍说：“修路难，修桥

还更难，该标段包含了 190 米的大桥，该桥为

高桩承台桥台、柱式桩基+现浇箱梁结构，这

也让我们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笔者了解到，桥梁刚施工时也并不顺利，

承台桩基是在 20 米以上高填方段进行钻进，

而桥的桩基有的处于河谷中，有的处于河道

中。桥梁桩基础施工刚开口几米就塌孔了，一

开始就来了个下马威，项目部再次组织专题会

研究，决定先对软淤质土进行换填，然后使用

比设计桩基础尺寸大 10 厘米的钻头钻进，待

钻入到稳定基层 50厘米后，筑设永久钢护筒。

在箱梁混凝土浇筑方面，最致命的问题

是梁体施工中出现过量沉降或施工完出现裂

缝，造成梁体承载力下降或梁体报废。因地质

情况复杂，如采用传统的满堂支架施工，会影

响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

面对困难，工人们又采用满堂支架垣贝雷

桁架的组合支架方式进行现浇箱梁支架的搭

釆设，在基础稳定的地段 用满堂支架，而在河

釆谷、淤田及河道段 用桩基础，在桩基础上设

贝雷桁架，再在贝雷桁架上搭设碗扣架的方

式进行支架搭设。

杨定宇回忆说：“当在施工河道中的支架

桩基础时，遇到了 20 年不遇的大暴雨，河水

暴涨，河流量大，原方案的桩基础无法施工，

大家又立即调整方案，把无法施工的几根桩

基础用钢结构支撑方式进行替换，最后成功

解决了因气候条件而影响的施工进度。”

这种工法的采用，集合了满堂支架经济

和贝雷桁架快速等优点，不仅加快了现浇箱

梁支架搭设的进度，同时也保证了支架搭设

的质量，操控方便，也促进了工程质量及施工

进度。

经过大家艰辛和付出和共同的努力，该

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给公司其他市政项

目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渊彭光淑 秦朝中冤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班组员工 27 年来的

不懈努力，今天我们井站安全生产达成 10000
天。”8 月 3 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

气矿合江采气作业区分 4 井中心站时任站长张

华向笔者透露道。

合江采气作业区下设的 7 个中心井站管理

着 20 个有人值守井站和 39 个无人值守井站，

担负着所辖气田 100 余口生产气井日常管理和

1000 余千米集输管线的巡护任务。2016 年，作

业区根据基层站队 QHSE 标准化建设的要求，

在中心站管理中持续修订属地工作范围、质量

标准、考核措施，积极探索并总结形成了属地区

域划分到位、工作质量对标到位、落实责任检查

到位、追根溯源考核到位的“四到位”的属地管

理模式。始建于 1989 年 5 月，1990 年 1 月正式

投入运行，2015 年 1 月起实行中心站管理的分

4 井中心站，是一座较大的集（配）气中心井站，

正是近年来该作业区推行“四到位”属地管理的

成功实践范本之一。

据悉，合江采气作业区近年来着重针对各

个中心站建立后一线生产人员集中管理的现

状，首先在科学合理划分好属地区域，明确工作

内容的基础上，按照中心站、值守井、无人值守

井三个类别，科学制定每个质量控制点、每个事

项定性和定量的工作质量标准，并对每个质量

控制点、每个事项进行日、周、月、季度、半年、年

六种周期对标，实现了中心站职责全面分解归

位。其次，实行分级检查制度，岗位员工日常工

作检查严格对照标准查漏补缺，井站自查促使

安全管理由被动向自觉转变，上级检查促使井

站间你追我赶，确保工作目标能自上而下层层

分解落实，自下而上层层保证实现。此外，运用

绩效管理考核和形象激励工作法，对井站实行

考核结果“三级亮灯制”，每月公示一次，使员工

在履行岗位责任的同时能自我约束、自行履职、

自主管理，有效减少事故伤害的发生。考评亮绿

灯表示井站管理良好，享受考核期内一个奖励

分值，年度按绿灯获得次数享受评比先进优先

权；考评亮黄灯表示警告，责令限期整改问题，

扣除一定的考核分；出现两次黄灯则为视为亮

红灯，全站反省，并扣除相应的业绩分；发生重

大安全环保问题，直接亮红灯，并取消全年该站

的先进评比资格。 渊黄斌冤

近日，记者从重庆两江新区获悉，长安

民生物流将携智能语音拣选系统、无人机

盘点系统、智能仓储机器人等参展 2019 智

博会。

据长安民生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长安民生物流凸显“科技引领，不断

创新”的技术理念，增加科技投入强度，以

科技创新助力品牌提升。在本次智博会上，

长安民生物流将在仓储、拣选、搬运、盘点

等多个领域展示“智慧物流”的成果。

如智能语音拣选系统，主要适用于汽

车物流行业的零部件拣选、信息追溯及盘

点。该系统硬件包括 A730 主机、SRX2 无

线耳机和无线指环扫描器，设备间采用蓝

牙通信方式，系统可识别语音指令，根据拣

选订单智能语音指导业务人员进行拣选。

“以往仓库内的盘点、拣选都使用的是类似

收银台上的扫描枪，这就意味着业务人员

在扫描的同时无法进行搬运，大大降低了

工作效率。”上述负责人表示，该套系统采

用的是无线指环扫描器，可以解放业务人

员的双手，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业务人员带着无线耳机，可以与

后台系统进行语音互动，实现订单的数字

化高效拣选、拣选最优路径的自动播报、拣

选人员的全局监控等。

长安民生物流在全国范围内首个开发

无人机+RFID 整车盘点项目，该项目全程

由长安民生物流自主研发，采用非接触方

式来读取每辆车上的 RFID 标签信息。它

的应用，大幅缩短了整车场内盘点所需的

时间，整体效率提升 400%，同时减少人员

参与的环节，有效规避了错盘、漏盘的风

险。

此外，长安民生物流还将智能仓储机

器人和智能拣选搬运复合机器人带到了智

博会现场。其中，智能搬运机器人采用惯性

导航与视觉二维码校正技术，顶升托盘负

载 500KG-1T，最大运行速度 1.5m/s。长安

民生物流依托该机器人打造了国内最大的

汽车物流无人仓库，实现了无人智能搬运、

无人智能分拣和无人智能仓储。

而智能拣选搬运复合机器人采用最先

进的自然激光导航 SLAM 技术，无需任何

辅助导航设备，部署快，灵活性高，含智能

避障与路径规划系统，可代替部分拣料与

搬运人员，减少人力成本，提高物流作业效

率。 渊赵鹏冤

“尽管我矿圆满上半年吨煤成本再降 5 元的

目标，但外委维修费没有实现比预算下降 10%的

目标，需要继续挖内潜、堵漏洞……”8 月 12 日，

山能淄矿岱庄煤矿综采工区党支部书记邢飞，在

中班班前会上向职工进行成本意识教育。

岱庄煤矿坚持目标导向，针对上半年部分

构成成本完成不够理想的实际，立即召开经济

活动分析会，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管理漏洞，

制定解决措施。他们组织开展了成本意识教育，

由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机电管理等部门组成宣

讲小组，深入基层进行成本管控宣讲，引导职工

树牢“成本就是工资、成本就是效益”的理念。7
月份以来，该矿开展成本管控宣讲 12场次。

针对矿井即将进入下组煤生产、人员严重

不足的实际，该矿本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

原则，狠抓外部施工费用控制。他们充分利用内

部市场化激励机制，对井下重点工程以单项工

程的形式进行发布，适当提高单项工程单价，提

高基层工区主动承包单项工程的积极性。

今年前 7 个月，全矿共发布水仓清捞、巷道

维护等单项工程近 240 项，累计节约外委施工

费 280 余万元。对于确需外委施工的，该矿认真

做好每项工程的事前、事中、事后管控，测算好

工程量，坚持一工程一合同，坚定不移完成“吨

煤外委施工费比预算下降 10%”的目标。

此外，该矿还加强制度管控，建立完善了成

本预算、分析、考核等系列管控制度，确保了成

本管控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他们大力实

施对标管理，通过在岗位、班组、区队等多个层

面进行对标，全面查找生产过程中的短板和漏

洞，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有效增强了

成本控制能力。

“吨煤成本再降 5 元，既是刚性指标，更是

巩固企业低成本运行的核心竞争优势，必须长

期坚持、常抓不懈。”岱庄煤矿矿长宋来智说。

下一步，他们将各项成本指标再细化、再分解，

落实到具体岗位，严格考核奖惩，实现“千斤重

担众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渊高攀 弋永杰冤

今年以来，河北冀中能源峰峰

集团大淑村矿依据矸石山堆积形

状，进行分段式绿色植被覆盖。在下

部平坦、坡度缓地带利用盆栽种植

侧柏及火炬树苗，陡坡地段采用客

土喷播工艺进行植被恢复。截至日

前，已种植树苗 4000 棵，客土喷播

面积 5800m2，非生产区绿化 100%，

全面实现植被自动喷淋浇灌。

陈震亮 摄影报道

一公里的道路施工 路短难点多

以应急产业为主业，“玉阶科技”与“林顺投资”战略合作

大淑村矿
应用客土喷播工艺
绿化矸石山

●新都区成讯电子产品经营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0114MA6CDTH07J）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百亿汇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解散公司，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天龙大道
1333 号附 7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成都百亿汇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清算组2019年 8 月23 日

注销公告
成都星谷咖啡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1WYDH8Y）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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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陆通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成都市金牛区三友路 168 号 5
楼 505 室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成都金陆通商贸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9 年 8 月 23 日

●成都浣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二
段 218 号四川成都木材综合工
厂府河桥市场三交易区十二号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成都浣
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8 月 23 日
●注销公告：成都富众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DCYY70） 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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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区井田家五金商贸部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锦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10108519101， 账 号
22910301040018617）遗失作废
●金牛区更好多商贸部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
南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108668801， 账 号 ：
22910301040018633）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飞世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A
QM0C79）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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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四川翰博瑞得肿瘤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3505829287）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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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成都和晟汽车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74974831XR）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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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成都锃靓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7MA6CDMRP6F）经股东决定
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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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四川科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118
79402R）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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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本人吴钧不慎遗失
成都市龙泉驿大面中国水电?云
立方 11 幢 3 单元 405 号房屋购
房 收 款 收 据 1 张 （ 票 号
AYLF00001237、金额 491043 元）
时间：2019.08.20 特此声明。
●四川天乾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成都市金牛区金沙横街 99 号 3
楼 2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四川天乾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8 月 23 日
●注销公告：四川渝成汇商贸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510107000738204）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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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四川帕克基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MA61UAHY6R）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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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四川道友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注册号：51010000023
523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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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中能创航能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号：510107000919536）遗
失作废。
●成都上尚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857463861XF）
遗失作废。
●中赢汇金汽车服务（成都）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
RMRG99）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可圆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091288715H）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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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星逻之恋泰龙风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2
NAD13P）、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85163101，开户银行：建设
银行成都金河支行）、科里萨达·
沃拉娜特私章（编号：510107998
7870）遗失作废。
●青羊区琨琨甜皮鸭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5600018
510）遗失作废。
●成都高新区利顺熟食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9600
153815）遗失作废。
●武侯区海波熟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760007590
0）遗失作废。
●成华区涛平熟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83409640）
遗失作废。

●成都市唯远创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10106000229603）遗失，声明
作废。
●成华区康帅熟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860005316
5）遗失作废。
●成华区金华熟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860007567
8）遗失作废。
●成华区涛顺熟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86000520
25）遗失作废。
●金牛区惜贰熟食店刘松明，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
0019516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喆旭商贸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
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赖家店
街 189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2019 年 8 月 23 日
●成都耀阳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码 ：
91510106MA6CLETU1Y） 发 票
领购簿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子曰贸易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司，请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黄忠街 8
号 4 楼 18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2019 年 8 月 23 日

注销公告
成都龙沁茶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08000310508）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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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市正天玮业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0000311720）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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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浩隆润川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00030948201XL）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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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成都康立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2P6H43F）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伍佰万元减少至伍拾万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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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市迈德利果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08000071515）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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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 171
号 1 幢 5 层 7 号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四川升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8 月 23 日
●四川盛世鸿业房地产营销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 号：510109000291469）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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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长安民生物流
参展智博会 展示智慧物流

山能淄矿岱庄煤矿：打赢成本管控“硬战”
节约外委施工费280余万元

“四到位”属地管理
成就安全生产 1 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