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罩的分量
“请大家到安全组领口罩啊！这可是咱们

公司生产的第一批医用口罩。”3 月 10 日上

午，兰州石化维达公司维修二分公司的职能

人员将一包包口罩发到员工手中。

“在这个特殊时期咱们公司也能生产口

罩了，作为企业的一分子我感到骄傲和自

豪。”班长张志平手里拿着口罩激动地说。

非常时期，一个口罩的价值不仅仅是它

的成本价值，更体现出内涵价值，手捧自己生

产的口罩，甭提有多自豪了。

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对口罩真是千呼

万唤，却始终不出来。就在这个非常时期，兰

州石化公司的口罩生产跑出了“加速度”。2 月

初，兰州石化公司开始筹建口罩生产线，2 月

29 日，第一条平面口罩生产线投产，3 月 5
日，N95 口罩生产线投产。

兰州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家民说：

“公司 4条平面型口罩生产线和 1条 N95 型口

罩生产线共 5条口罩生产线全部建成投用，具

备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相关部门要通力协

作，尽快完成消毒解析和医用检测，待质量完全

达标后，抓紧时间优先向全公司员工配发。”

3 月 10日上午，维修二分公司 100 多名

员工陆续领到了口罩，让员工们感受到了一

支口罩的“分量”，感受到了石化公司领导的

深切关爱，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立足本

职、踏实工作，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为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下可以放心使用口罩了，之前一个口

罩反复使用都舍不得扔，口罩可是我们这些

一线岗位人员安全的保证，关键时刻还得依

靠央企。”员工周长盛说。据了解，兰州石化公

司生产线全面投产后产能将进一步扩展，对

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可谓雪中送炭，也缓解

了省内口罩货源紧缺之急。

“兰州石化公司生产的口罩戴上很服帖、

透气性好，感觉很安全”“兰州石化公司一次

性就给每名员工发了十只口罩，这下就不用

担心孩子没有口罩用了”“兰州石化公司生产

的第一批口罩就发给员工使用，大家心里都

暖暖的”……

口罩是抗击新冠病毒最重要的“防护装

备”，小小的口罩，藏着企业的关切和担当，不

仅关系着广大群众的健康、复工复产的进程

和疫情防控的大局，同时也是一道检验工作

能力的考题。

与时间赛跑，从生产准备到公司注册、许

可证的取得再到形成产能，从口罩机采购、辅

助设备订货、原材料采购再到洁净厂房建设，

兰州石化公司用短短 24 天时间，彰显了“共

和国长子”不讲条件、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

作风。 渊孙赫冤

珠三角二期成品油管道
定向钻回拖一次成功

3 月 15 日凌晨 1 时 03 分，由石油工程

建设公司河南油建施工的珠三角二期成品油

管道梅州看守所改线 2# 定向钻采用“五接

一”方式顺利回拖完成。

该工程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镇

三葵村，属于珠三角二期成品油管道梅州看

守所改线节点性工程，设计长度 1005 米，管

道直径 273 毫米，设计压力 10 兆帕。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条定向钻施

工地域地质条件复杂，地层软硬交替，局部出

现卵石层，不仅途径 20 多个溶洞而且该区域

溶洞直通地下水系，施工中多次出现不返浆、

钻杆卡钻、跑浆冒浆、钻头下垂等现象。除地

质条件复杂外，回拖管道需途径三条村干道，

管道预制场地受限，地方协调历史遗留问题

多，征地难度大。

为尽快克服困难，加快施工进度，该公司

及时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对接，组织技术论

证，调派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及施工班组，先

后 4次调整设计曲线，采取打“泄压口”实现泥

浆外循环等方式解决不返浆问题；采取修孔及

多次洗孔方案，解决卡钻问题；使用环保型泥

浆，积极主动解决冒浆问题；调整回拖方案，由

设计的“二接一”变更为“五接一”。经过 150余

天的努力，顺利完成了定向钻回拖作业。

据悉，梅州看守所改线项目迁改完成后，

将消除原有管道沿线新增多处建筑物占压隐

患，确保成品油管道安全运行，为地方建设提

供有力支持。 渊马兰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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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打，稳油增气攻坚战

也要打，两场战斗都要打赢。要针对性开展工

作，转变思维，强化油藏精细研究，深入开展

注水注气工作的策略调整，通过进一步优化

开发方案和强化措施、做到防疫生产两不

误。”1 月 31 日，针对疫情期间的油藏开发工

作，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总地质师刘培亮召开

紧急会议，对在岗的开发研究所 3 名班子成

员提出了要求。

结合实际情况，采油三厂按照“思想-产
量-产能-研究”的“四位一体”模式深入开展

工作，面对疫情管控造成油井能力损失约 200
吨/天的不利形势，通过科学调整，恢复能力近

100 吨/天。截至 2 月 16 日，累计生产原油

14.94 万吨，天然气 3165 万立方米。

坚持党建引领，我是党员我坚守

面对疫情，开发研究所党支部迅速成立

了“抗疫稳产突击队”，快速投入到特殊时期

“依靠老井硬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小蜜蜂”文化的凝聚力，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在疫情

防控和油藏开发工作中积极做到“排查有我、

宣传有我、备战有我、冲锋有我、守纪有我”。

“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所里有近

一半的同事因休假无法按时返疆，人少任务

重，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上，没有讨价还价，党

员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大家团结一心，共克

时艰，一定要把疫情对产量的影响降到最

低。”支部书记甄建伟对微信工作群里对大家

提出了严格要求。

精确产量把控，越是艰难越向前

面临注水注气规模上产的“平台期”和新

井产建下沉的“探索期”带来的稳产难度大局

面，开发研究所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展“头

脑风暴”，结合实际情况寻找“好建议”，挖掘

“金点子”，全力对油藏开发进行科学调整和

精准把控。

技术人员对油井全面排查，针对部分特

车在注水、注气井现场暂无法搬迁的实际情

况，通过深入研究油井地质特征及前期注气

效果，及时制定新的方案，实施加大注气规模

20-30 万方不等，以求在提高本井气驱增油同

时兼顾保证区域注气去周期效果。

春节期间，技术人员却没有因假期而清

闲一些，面对管理的 8 区、10 区注水井效果变

差，部分油井受疫情影响施工缓慢造成的产

量波动，大家集思广益，主动出击，转变工作

方法，跳出“现状就是合理”的思维陷阱，对大

单元开展重新分析，针对地质背景好但生产

效果变差的 S86 及 S91 单元重点梳理，明确

单元动态响应关系以及剩余油赋存位置，制

定了灵活调整方案。同时持续开展“一井一

策”，排查老井产量增长潜力点，以最小的投

入获取最大的收益。通过积极对 TH10303 单

元水体能量评估，优化工作制度 3 井次，累计

单元日产油由 306 吨上升到 339 吨，截至目前

已增油 1500 余吨。

同时，技术人员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

大油井预判和处置力度，强化油井管理消除

生产异常，利用 PCS 对 TH10221CH 等 10 余

口重点掺稀井“全天候”实时跟踪，对油井回

压、功图、电流等异常及时通过远程调整掺

稀，确保 2 小时内恢复正产生产，一月份以

来，采油厂稠油井实现“零上返”，减少待产井

产量15 吨/天。

积极储备产能，越是困难越担当

面对疫情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开发所

积极转变工作方法，以将“疫情严峻期”转为

“研究爆发期”为重点工作开展，强化做实“纸

上谈兵”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地质再认识，油

藏再分析等活动，排查了 20 余井次的立足主

断裂、大单元的进攻型措施和注气工作量，提

前准备 2-3 个月的储备量，为下步增储上产

工作夯实了基础。

技术人员持续加大研究力度，对 17 个单

元和井组以“注、调、驱、堵、引”多手段建立、

完善高效注采井网，通过高效水驱、气驱增加

经济可采储量，通过单元井组综合调整“保产

能”；同时持续加大注水注气规模“提产能”，

通过对已设计的注水注气方案进一步优化，

达到提时效、提动用的目的，已对 20 余口注

水、注气井去周期加大规模，提高产能储备预

计不低于 150吨/天。

根据西北油田统一部署，采油三厂积极

接手投资下沉业务，统筹协调、扎实推进，为

后期新井投资下沉“建产能”，全面完成产量

任务做好准备。 渊石立斌 甄建伟冤

车载某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重要装

备，北重集团作为产品研制单位，承担总装调

试、小型试验及火力系统加工、装配调试等任

务。2020 年车载某产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防

务事业部在配套供应、工艺技术、工装夹具、

生产制造、产品质量、检验试验等环节面临严

峻考验。

面对形势任务需要，防务事业部党委在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开展领导在一线、

联建联创联动、党员亮身份承诺践诺、党小组

带动班组、评选最美防务人、党建带群建带团

建党内主题实践六活动，聚焦强军首责、履行

核心使命，全力以赴确保车载某产品顺利完

成。

野领导在一线冶 活动要要要领导联点到部

件遥 防务事业部深化细化党员领导人员联点

工作机制，122 个领导联点 122 个部件，实施

车载某产品零部件生产超 8 小时负责人制，

帮助协调解决物料供应、工艺技术、生产组

织、设备保障等具体问题，重点推动车载某产

品顺利产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立足岗位职

责，强化服务意识，特别是在物料准时供应、

工艺技术保障、生产组织协调、设备保障、薪

酬发放等实际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野联建联创联动冶活动要要要部门尧车间互联

互动遥 各级党组织把“党员创新工程”作为发挥

党组织助力中心工作、党员展现作为的有效载

体。针对影响制约车载某产品产出的难点和薄

弱点，围绕“配套供应、工艺技术、工装夹具、生

产制造、产品质量、检验试验”等方面选取 1原2
个项目进行立项，在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车

间之间、车间与车间之间以“党员创新工程”为

主要平台开展“联建联创联动”活动，通过队伍

联建、项目联创、机制联动，推动问题解决。广大

党员立足岗位职责，重点选取“某一个产品工艺

优化、某一个窄口技术攻关、某一个产品保质保

量、某一项工作高效快捷”等方面确定工作目

标，以点带面、以面辐射全局，为顺利完成车载

某产品完成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事业部

各单位围绕车载某产品“党组织引领行动”立项

62项，围绕车载某产品的“创新登高计划”立项

593项。

野党员亮身份承诺践诺冶活动要要要亮身份袁
做表率遥 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本单

位党员亮明身份，开展确保车载某产品顺利

完成承诺践诺活动，既要引导党员做到承诺

内容务实具体，又要跟踪党员承诺事项践行

情况，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

身边人投入到工作中，奉献在岗位上。各级党

组织每半年要对党员承诺践诺情况进行一次

总结通报，作为党员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激

发党员承诺践诺的内生动力。

野党小组带动班组冶活动要要要党建工作延

伸到基层第一线。各级党组织以强化党小组

建设为抓手，激发党小组工作活力，发挥党小

组带动作用，以党小组带动班组，党员带动群

众，把党建工作优势集聚在基层生产单元，转

化为促进班组完成工作目标的保障力。鼓励

支持各级党组织在有条件的班组实行党小组

长与班组长“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畅通党小

组长成长通道，搭建党小组带动班组展现作

为平台，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基层第一线、生产

单元最前沿，发挥独特优势。

野最美防务人冶评选活动要要要讲好项目中

的野防务好故事冶遥 各级党组织在主题实践活

动中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宣传典型、树立典

型，注重挖掘提炼党员身上闪光点背后的故

事，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要借助广播、报纸、

微信公众号、车间电子显示屏、车间看板等多

种途径，大力宣传在推动车载某产品顺利产

出过程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讲好“防务好故

事”，展现党员风采、发挥榜样力量，让真正

“站得出、冲得上、立得住、叫得响”的党员成

为“最美防务人”。

党建带群建尧 带团建活动要要要专项劳动

竞赛等活动助力重点工作遥 各级工会组织开

展车载某产品专项劳动竞赛，全方位激发广

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掀起大干高潮。共青团

组织要开展青安岗、青质岗、青年突击队活

动，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 渊郭新燕 韩艳玲冤

她凭借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

中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利用自己扎实的人力

资源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

解决了“人力资源风险管理”、“集团化企业战

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基于数据分析的

培训需求调研模型”等方面的多个技术难题。

她携带众多人力资源管理利器，为上海大众

联合发展有限公司、铁牛集团等创造了丰厚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了中国在人力资源

管理方面的国际声誉，增强了中国人力资源

管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只要提起人力资源

风险管理方案，人们就会想到顾梦娅，她是中

国人力资源风险管理第一人，中国首个集团

化企业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缔造者，

基于数据分析的培训需求调研模型的发明者

……多年来，她刻苦钻研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及工具，并持之以恒地创新，以科技创新为战

略，助力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铁牛集

团等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

2019 年，顾梦娅创办了上海太灵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这使得本来就风靡市场的顾梦

娅的经典方法和工具，焕发出新的魅力。随着

上海太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发力汽车行

业培训，顾梦娅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犹如春

天的一粒粒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如今，这些

种子已经生根发芽，绿意盎然。

近日，笔者专访了这位人力资源管理专

家———顾梦娅。

2015 年开始，面对人力资源管理困难、成

本高、效率低等诸多棘手难题，顾梦娅开始苦

苦思索对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 4 月，她成功申

请到由国家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

证书名称为：集团化企业战略型人力资源管

理体系。

由此，顾梦娅成功给集团化企业安装上

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智能化翅膀。

创新之处在于，顾梦娅为集团化企业战

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设计了“1+8+1”的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即 1 套管控模式+8 大管理

职能+1 支队伍建设，即以公司发展战略为目

标，以内外部环境分析为基础，通过多维度、

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将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

举措有效落地。

同时，8 大管理职能（招聘配置管理、薪酬

福利管理、绩效管理、培训发展管理、员工关

系管理、干部管理、专项风险管理、信息化建

设）落实公司战略。顾梦娅精心制定了不同的

管理流程和应对策略，将这 8 大管理职能的

作用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顾梦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用以应对集团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面临的

挑战，以便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为集团化企业

创造价值，让公司的人力资源价值与公司的

发展需求动态匹配。

“创办上海太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后，通

过培训，集团化企业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很多公司采用了这套

管理体系，并受益良多。2019 年至今，这套体

系的相应培训课程为我公司创收近百万元。”

顾梦娅为笔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从自主研发到洞悉管理再到创办公司，

顾梦娅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每一次漂亮的

弧度腾空和扣人心弦的利落托举，犹如一位

高明的舞者，演绎着这位管理精英的优雅与

唯美。

渊王倩冤

西北油田：抗击疫情保产量，坚决打赢攻坚战

北重集团：
党建引领助力车载某产品顺利完成

荫TP171CH 油井更换抽油机施工 （石立斌 摄）

●金牛区汲彬书店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00MA62P55E6
C）遗失作废.
●天津市振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 510107000240066）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泰宏物流有限公司川
AL3237 营运证号 0303082 作废
●注销公告：四川省鼎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080002
34744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债权债务事宜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成都九曦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0800024
2339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
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
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彭州洪七公餐饮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 5101822801774、
公章 5101820007926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兴农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3BN4F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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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视康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7974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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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江市东兴区兔子便利店遗
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11011MA631
Q8J3Y，声明作废
●谢超逸遗失葛洲坝成都紫郡
蘭园购车位收据，收据号 001242
9，金额 50000.00，声明作废
●陈忠烨不慎遗失驾驶证，驾驶
证 证 号 ：511522198912060333，
声明作废。
●成华区三味弘源中餐馆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0108MA6C5M225H）
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成都中环互联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已与北湖龙珠店（签约人：
胡小 龙），光 明城市 店（签约
人：钟龙君），地铁首座店（签
约 人 ：杜 燕 军），待 定（签 约
人：王松林）肆家门店解除加
盟合同、自此之后禁止使用
我司“中环”等名称以及相关
装饰，如有发现欢迎举报（电
话：028-85367005），并 且自 此
以后他们的一切行为与本公
司无关。

通知
双流万达以下商户人员：江鹏，
罗建中，杨世霖，谢娟，陈果，
蒲婷婷 ，绫致时 装（天 津）有
限公司，陈大丽，四川玩名堂
商贸有 限公司，刘立勇，龚涛，
成都奥尔森贸易有限公司，于
锐，黄 洪 娟，屈剑 平，成 都蜀
都万达儿童娱乐有限公司双流
分公司，马晓慧 ，舒春秋，李
叔建，陈聪晶，四川周龙福珠
宝有限 公司，卢 蔚，何 敏，罗
永秋，桂林优创商贸有限公司，
郭 梅 ，李 英 ，吕 岩岗 ，刘 孜 ，

陈宵龙 ，罗晓梅 ，李 强，上海
博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爽，
丁蓉，刘华，孔祥波，郑海斌，
龚永明，童露，成都一封家酥
食 品有限公司，彭荣生，刘巍，
郝海峰 ，陆永峰 ，黄兴 久，宋
钊，吴中 泽，骆荣 山，北 京市
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双流分公司 ，郑琦鸿，杨丽，
谢庆好，刘艳，深圳市百森鞋
业有限公司，刘文军，黄泽亮，
陈长有，徐洪英，成都市中阁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都艺智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贺可韧，
饶志海 ，杨丹，哇 咔（天 津服
饰有限公司），崔毅，吴春艳，
南京玛瑞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陈晓东 ，吕江蓉 ，何强 ，福建
乐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陈咏
生 ，刘 建 川 ，蒋 跃 秋 ，龚 文 ，
李 杨 ，杨 银 俊 ，杨 群 ，钟 培 ，
吴卫卫，杨蜜，张敏，戴静雅，
张天华，赖永清，成都硕鹏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谷萍，罗娉
婷，蒋朝勇，陈启彬，戴文斌，
唐勇，何江宁，葛维，杨琳琳，
赵春华，四川食匠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黄飞，辜敏，谢晓蓉，
因多方联系不上你们，现特登
报通知你们在 2020 年 4 月 2 日
之前到我公司退商户直购水电
费退补，其中广州公子哥有限
公司,王芳未明款项退补，如
逾期未到，按相关规定处理。
成都双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

叶执业证曳登报声明
兹有以下 94 位跟太平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成都中
心支公司解除了保险代理合同
关系，其所持有的《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已注销，在《保险
代理合同书》约定下的一切权益
和授权均终止，以下人员不得
继续使用无效的执业证书和
保险代理合同书从事任何业
务活动，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
公司将有权向您进行追偿，其
他相关的法律责任由您本人
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田 欢 0200035101058000201801
5907 王 昆 020003510105800020
18017172 蒲婧 文 000027510000
00002019008061 张俊 杰 000027

51000000002019008070 苟 雪 坪
02000351010580002017010843 姚
瑶 0200035101058000201801
5829 王春玉 0200035101058000
2018000340 刘丽 娟 0200035101
0580002018019158 李 论 000027
51000000002019002545 陈 思 铭
00002751000000002019009953 张
丹 0200035101058000201701
5315 万严红 0200035101058000
2018017084 陈 洁 020003510105
80002019004764 杨岱 欣 020003
51010580002015022682 朱 爱 萍
00002751000000002019007446 明
子 豪 02000351010580002015
037957 曾玉君 02000351010580
002019005664 冯文杰 00002751
000000002019012054 陈飞洋 00
002751000000002019009023 肖富
明 0000275100000000201900
1969 张惠英 0200035101058000
2016014692 杨 琦 020003510105
80002016032227 方涵 玉 000027
51000000002019001175 李 保 琼
02000351010580002018013968 潘
绍 贵 00002751000000002019
001557 李袁洁 02000351010580

002017045433 黄苗 苗 02000351
010580002017011112 王小 英 02
000351000080002013028148 陈小
瑜 0200035101058000201702
1025 王 惠 020003510105800020
18009540 余洋 燕 000027510000
00002019008088 徐三 惠 020003
51010580002019005187 陈 波 00
002751000000002019008158 鞠琦
020003510105800020160170
27 粟 飞 00002751000000002019
003539 连 颖 0000275100000000
2019003504 刘晓兰 0200035101
0580002018014223 王 媖 020003
51010580002019000335 刘 鹏 02
000351010580002019002269 李丹
020003510105800020160223
42 杨莉 君 020003510105800020
19006729 申 瑶 02000351010580
002019006278 杨文 丰 02000351
010580002017023641 冷文 英 02
000351010580002017034019 袁超
020003510105800020160066
05 陈 莹 02000351010580002018
018639 邓 强 0200035101058000
2018008055 饶 黄 020003510105
80002016028020 张 弦 02000351

010580002018019342 朱 琳 0200
0351000080002013021339 张清月
000027510000000020190036
82 夏艳 芳 020003510105800020
15021430 陈仲 君 020003510105
80002019005541 斯 瑜 02000351
010580002019001532 高凯文 00
002751000000002019015567 王霞
020003510105800020190023
73 李佳 衡 020003510105800020
19004668 杨 鑫 02000351010580
002019000677 庞小彬 02000351
010580002018012256 董祥云 00
002751000000002019001412 谭漫
莉 0200035101058000201703
7513 杜秋霞 0200035101058000
2015026918 谢海燕 0200035101
0580002016021288 杨 磊 020003
51010580002018012221 姜 莉 娟
00002751000000002019003614 王
梅 0200035101058000201602
9604 赵启光 0200035101058000
2017002072 谭睿琳 0200035100
0080002012017332 王 淋 020003
51010580002017018745 杨 云 才
02000351010580002018017935 李
玉 荷 02000351010580002018

00818 6 林園森 02000351010580
002018018077 彭 燕 0200035101
0580002018013177 杨雁 斌 0200
0351010580002019003794 童肖珍
020003510105800020160124
61 叶吾 迪 020003510105800020
18000028 甘德 琼 020003510105
80002019002470 孙 英 02000351
010580002018013819 王 杨 0200
0351010580002019001983 陈云霞
020003510105800020140071
94 向 静 02000351010580002017
011514 伍华强 02000351010580
002016006849 杨晓容 00002751
010500002019000079 张君君 02
000351010580002016031074 田利
琼 0200035101058000201800
1115 邓思思 0200035101058000
2018018778 徐 灵 020003510105
80002018016557 文浩 宇 000027
51010500002019000121 许 玲 02
000351010580002018001037 孙友
群 0200035101058000201900
5785 田 银 000027510000000020
19001407 田雪 钰 020003510105
80002018012762 沈沾 荣 020003
510105800020180 12779 胡 国 静
020003510105800020190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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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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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