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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商务局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
日前，江苏省涟水县商务局党委根据县
委组织部统一部署，
从 9 月份开始，
每月开展
两次党员统一学习活动，分别安排在 10 日和
25 日。重点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要求商务系统 18 个党支部召开党员大
会，开展主题党日、
志愿服务、
过政治生日、四
重四亮、
党员亮
“学习强国”积分、
集中缴纳党
费、走进实境课堂、发放主题教育材料、笔记
等形式，
把主题教育活动引向深入，作为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助推剂，掀起招
商引资“百日会战”和决战四季度的热潮，确
保完成全年市对县外资考核目标 1.25 亿美
元和外贸 3.4 亿美元的任务。渊蒋捷 陈裕冤

鑫电电缆荣获
“汇侨兴川”
经济合作奖

2019 年 9 月 23 日，以“同心圆梦新时
代·汇侨兴川新征程”为主题的第五届四川华
侨华人社团大会在成都举行。来自 5 大洲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位海外华侨华人欢聚
一堂共谋发展。会上宣布了首届“汇侨兴川”
贡献奖获奖单位名单，四川鑫电电缆有限公
司荣获了“汇侨兴川”
经济合作奖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广大海外侨团、
侨资企业、
慈善机构、
海外
华文媒体、海外华文学校等长期致力于四川
经济社会建设、对外交流合作和民生事业发
展，是推动四川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
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处于川内行
业领先位置且逐年递增、纳税额逐年递增，
连
续多年被评为“纳税大户”、
“纳税先进企业”
等荣誉称号；
每年平均吸纳 400 余人就业，积
极帮助和吸纳困难人群包括残疾人、退伍转
业军人、
失业人员等就业，
为四川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培养行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荣获“汇侨兴川”经济合作奖，既是
对鑫电电缆 28 年对四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的肯定，更是鼓励和鞭策，
这将
促进鑫电电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
升企业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
管
理创新、
服务创新，
为四川线缆行业和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新的贡献, 以优异成绩
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渊汪兴冤

北投资金管控与
费用管理一体化项目
完成阶段性验收
日前，北方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召开
了资金管控与费用管理一体化项目阶段性验
收会议。
北投公司资金管控与费用管理一体化项
目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启动。通过项目前期
调研、
方案制定、系统设计、系统测试、
系统上
线试运行等阶段，
截止目前，系统基本实现建
设目标，且运行相对稳定，经双方充分论证和
评估，
已满足正式运行条件，同意进行阶段性
验收。项目建设中呈现多个亮点。一是通过系
统的全级次建设和费用的全公司、全业务的
覆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司信息化平台建
设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二是大胆创新，积极应
用现代化手段，开展影像系统和移动审批等
信息化工具的应用，
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是在系统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全面系统地
贯彻业财融合的理念，实现以资金管控为主
线的业务与财务的有效衔接，为公司深化业
财融合、促进财务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渊汪文冤

星期三

编 辑 ：唐 勃

Industries 百业报道 7

美 编：鲁 敏

我们都是追梦人 歌咏发展庆华诞

特变电工衡变公司举行《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大赛
本报讯 9 月 29 日，特变电工衡阳变压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衡变公司”
）
隆重举行《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大赛。1000 余
名员工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用动人的歌声
唱出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祝福，向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献礼！
比赛开始前，全体员工起立，高唱激昂的
国歌，举行升旗仪式。随后，激烈的赛事拉开
帷幕。九支参赛队带来排练了许多遍的曲目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饱含深情的歌词道出了每一位演唱者
的心声，引起全场嘉宾、观众的共鸣。为了凸
显最佳的舞台效果，从多声部演唱到歌伴舞
呈现，从队形变换到动作设计，九支参赛队伍
频频亮出“高招”
，将现场的氛围一次次推向
最高潮！
据悉，特变电工衡变公司始建于 1951
年，
可谓与共和国同成长的企业。68 年的发展
历程中，公司历经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繁荣，遭
遇过市场大潮下的阵痛，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
以改制重组积极求变，用翻天覆地的发
展巨变向共和国 70 周年献礼！今年以来，特

变电工衡变公司在科技、市场等多领域收获
捷报，特变电工南方智能电网科技产业园项

目正式开工，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公
司成功获评国家绿色工厂，跻身“AAA 级信用
企业”
；成功签署武汉站依800kV 高端换流变，
实现了公司产品结构的历史性跨越；成功签
约科特迪瓦 EPC+F 成套项目，合同金额达 19
亿元；
乌干达项目首放款到位，喀麦隆项目融
资落地；上开公司实现国网市场 500kV GIS
的重大突破；南京公司在广东配网项目成功
中标 1.6 亿元……一系列好消息凝聚了全体
干部员工的智慧与汗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将自己的理
想与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矢志不渝地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在比赛致辞
中，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种衍民呼吁，全体
干部员工要拿出蓬勃的热情，去支持销售、服
务生产，勇当“一带一路”排头兵，将“个人梦”
融入“衡变梦”
“中国梦”，以过硬的本领、优异
的成绩建功新时代！
渊尹翔宇 李松儒 本报记者 李凤发冤

飞驰的列车 永恒的祝福
成都客运段北京三队 K1364/818 次七组以特殊方式贺祖国华诞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欢快的歌
声从成都开往北京西方向的 K818 次列车上
飘出来，
久久回荡在崇山峻岭之中，回荡在祖
国广袤的大地上。这是成都客运段北京三队
K1364/818 次七组列车以特殊的方式喜迎祖
国母亲 70 岁华诞。
为了让旅客们都能提前感受到祖国 70
华诞的节日祥和气氛，连日来，成都客运段北
京三队 K1364/818 次七组未雨绸缪，
提前在餐
车上进行布置，他们在车厢四周整齐地挂上

鲜艳的气球和五星红旗，使整个车厢都彰显
出节日的喜庆气氛。每次开行，
他们都会在餐
车上举办“辉煌七十年、我与祖国共成长”祝
福活动，
与旅客一起欢度国庆。
在车上，当旅客们听到广播宣传的声音，
便纷纷前来，积极投入到活动中，列车长刘
念为大家发放小红旗、气球、爱心贴纸，与
旅客们互动，讲述祖国的发展、铁路的发
展。旅客们也讲述他们心中的“幸福”，还
兴奋地与列车乘务人员一起歌唱祖国并合影

留恋。他们一起手持小红旗，齐唱“生日快
乐”歌，并纷纷在横幅上留言签字，送去自
己小小的祝福，用特殊的方式在列车上度过
难忘的节日。
“现在的铁路发展得太快了，中国的高
铁在世界知名，铁路上的服务也更周到了，
以前坐火车时间久又拥挤，环境也不好，现
在既方便又快捷舒适，这都要感谢祖国、感
谢党，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在此，我们
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去北京旅游的陈

大叔说。
“辉煌七十年，祖国历经风雨，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取得了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巍然屹
立在世界之林。感谢祖国给人民创造了美好
的环境、使大家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充满了
安全感、幸福感，作为传递文明的窗口，我
们小组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为祖国的永远
繁荣昌盛出力！
”党支部书记赵庆华如是说。
（本报记者 罗红耀）

围绕
“打造幸福街道”

成都犀浦展开大研讨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
正在各单位蓬勃开展，成都犀浦街道党工委
按照上级总体部署要求主题教育已全面铺
开。按照“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
总
体要求，为守好初心，找准差距，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9 月 26 日下午，街道
党工委组织了街道群众党员、青年党员、基层
书记、中层干部代表和班子成员，就如何打造
“幸福街道”
展开了大讨论。
大家在
“重温初心，
忆使命”
中，
观看了凤凰
卫视制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你在路上》专题片；

在
“感悟初心，
学榜样”中，
了解了《时代楷模张
富清》的先进事迹；
在
“践行初心，
敢担当”
中，
围
绕
“党建引领思路、
文化引领行动、
抓好特色经
济、
打造公共空间、
提档升级管理、
补齐发展短
板、
建设休闲公园、
抓好社区治理”
八个方面的
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同志各自分享了自
己读书的初心、
学习的初心、
参军的初心、
入党
的初心、
从政的初心、
干事的初心，
谈了工作的
使命、
干事的使命、
为民的使命、
有责的使命、
完
成艰巨任务的使命。
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找准犀浦发展
差距，打造幸福街道就是抓好工作落实。打造
幸福街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一是要抓好犀浦经济，大力引进
企业、
引进资金，
建设 TOD，打造犀浦特色；二
是要抓好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交通道路，建好
医院学校，修建休闲公园；三是要抓好社会发
展治理，做好安保维稳工作，抓好城市管理，
确保城市干净整洁；四是要提供好保障服务，
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改变服务方式，杜绝
软弱涣散作风，发挥好各种作用，为老百姓做

好有序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
打造“幸福街道”就是要让老百姓感觉到：
包包鼓、道路畅、环境好、服务优。
在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通过“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要让自己有一
双发现美的双眼，有一双能听群众诉求的双
耳，有一双勤政为民的双手，有一双敢于担当
的双肩，
有一双稳步前行的双脚。成都犀浦街
道党工委敞开大门搞学习，结合实际搞教育，
认认真真搞研讨，切切实实获成果，达到了主
题教育开好局起好步的实际效果。 渊周安才冤

马华锋——
—崇文义礼 学无止境
马华锋，字恒清，1973 年出生于陕西西安，
现为中国艺术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
崇文义礼，
学无止境。多年来临池不辍、刻
苦习研中国传统文化，其书法作品先后被编入
《品牌教育》
《书画画论》
《中国艺术家专刊》等期
刊。入选
“中国首届书法大赛金奖”
“全国书法
，
新人新作展”。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等展览，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被社会各界名流及企业
家、
博物馆收藏。
马华锋出生于翰墨之家，幼年时受其伯父
及父亲的影响，喜欢中国古诗词、绘画和中国

古典音乐，特别喜欢书法艺术。拜名师，潜心钻
研书法理论，特别是对王羲之《兰亭序》
《圣教
序》名帖产生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专心习研楷
书，
最喜欢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皇甫诞碑》。
每日必临帖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与父亲
共研书法之道，博取众家之长。常常与父亲共
同创作立意之作，风格迥异，作品深受广大收藏
爱好者的认可和喜爱！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马
华锋在探索与追求的路上始终坚持不懈，为传
承中华文化尽绵薄之力！
渊薛晓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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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经四川西南花商贸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四川鸿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
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NKY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册号：
510000000218856）经股东
C39）遗失作废。
9151010066969469XX）经股东会 四川省蜀安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清算组 2019 年 10 月 9 日
91510000089856832Y）股东 会决 ●成都伊梵特文化传播有限公 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
四川佳翊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注销公告：成都耀德经贸有限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佰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责任公司（注册号：
510105000029 万元减少至壹万元人民币。请各 91510104MA6CNL669E）营业执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052529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声明作废。
此公告。
162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 ●武侯区成就汽配商行个体工 752）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照副本遗失，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四川快易通物流有限公司税 ●金牛区新春梅日用品经营部
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510107600670265）不慎遗失，声
债务担保的请求，
逾期按相关规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副 本 （ 税 号 （注册号：
510106602010087）营业
债权债务。
明作废。
510106737730657）遗失作废.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债权债务。
定处理。特此公告
叶执业证曳登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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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减资公告
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珠宝翡翠网络专场拍卖会公告
四川省华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我公司定于每月周三、周五上午 10:30 通过中拍平台（paimai.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M
caa123.org.cn） 举办珠宝翡翠网络拍卖会，拍卖具体日期如下：
A61T4W522）经股东会决定减少
2019 年 10 月 16 日、18 日、
23 日、
25 日、30 日、
11 月 1 日、6 日、8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13 日、15 日、
20 日、22 日、27 日、
29 日。凡符合国家法律、法
万元减少至 300 万元。请债权债 日、
自然人均可参与竞买，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规规定的法人、
一日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咨询预展时间：
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咨询、预展及办理竞买手续地址：北
●本人冯冬梅，
身份证号 510902 拍卖会前三日（9:30-16:00）；
19911109311，购于成都市郫都 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5 号富力双子座 B 座 2101；拍卖地点：
区红光镇龙城红光里 1 号公馆 3 中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010-62196760
号楼 2 单元 809 号房，商品房买
91510108MA61XF3F1D）营业 执 ●北京优车诚品宏图商贸有限
卖合同自编号 0363 于 2019 年 09
照正本遗失作废。
公司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月 22 日不慎遗失，
现特此声明！
●金牛区音悦耳书店（统一社会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
●注销公告：
成都市泓鑫建筑设
信用代码：
92510100MA6CPXM MA6C4HPX6P 遗失作废
备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
散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 K9W）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成都华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 作废 。
注销公告
MA63E9RG4G） 营业执照副本
牛区金府路 218 号 1 栋 803 号
成都林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 遗失作废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市泓鑫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册号 5101072010621） 经股东会 ●成都安隆中恒软件有限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10 月 9 日 议决定注销公司，
91510100MA61TXKM42）遗
●成都联企智产商务信息咨询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码 ：
失，
声明作废。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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