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南疆气温高达 40 度以上，位于塔

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西北油田百里油区更是

热浪滚滚。在采油一厂 S46 井现场，“金胡杨

班”的员工吴建民和张亮，正在检查油井回压，

查看光杆运行情况，他们的脸上渗出细密的汗

珠。

金胡杨班坐落在大漠深处，密集的胡杨

林掩映着它，因胡杨具有“千年不死、千年

不倒”的美誉，故大家称它“金胡杨班”。这

个班现有 14 名员工，管理着包括金胡杨计转

站在内的三个小站的 31 口油水井，员工的平

均年龄超过了 50 岁。这里的每位员工身上，

都散发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他们常年坚守在大漠，精心呵护着每一口油

井，具有“立得稳、扎得深”的胡杨精神，

是西北油田的一张名片。

“朱胡杨”的不老情

朱更湘今年 58 岁，是金胡杨站年龄最大

的一名员工，他已经在这里干了 40 年，因平时

喜欢收集散落在大漠里的胡杨“残骸”，有人给

他送了个绰号，叫朱胡杨。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我是看着金胡

杨从一个小站，发展成一个集采油、输气为一

体的智能化班组，这里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

回忆，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真是舍不得离

开。”朱师傅感慨地说。

站上工作一直实行两班倒，每班 2 人，倒

班工人白天与晚上各工作 12 小时，每 2 小时

巡检一次，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遇到沙尘暴，

巡检都是雷打不动。朱师傅负责白班工作，量

油、巡检、排污，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班长张亮看他太累了，就劝他休息

一下，朱师傅摆摆手说：“想当年石油会战那么

苦，我都挺过来了，这不算什么。”

记得去年大年初一凌晨 3 点左右，站上缓

冲管气管线突然发生刺漏，朱师傅一边紧急向

区里汇报，一边佩戴起 15 公斤重的空气呼吸

器冲向现场，他忙而不乱，先后完成流程切换、

管线放空等一系列操作，为修补管线节约了时

间，还配合施工单位给刺漏点打卡子。

班长怕他年龄大，经不住这么折腾，连忙

喊道：“老朱，你赶紧回去休息，我来干。”老朱

却摆摆手说：“你别嫌我老，这点活没什么。”

一号站、二号站的天然气都是传输到金胡

杨站的，气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硫化氢，每次

巡检，朱师傅都佩戴着沉重的空气呼吸器，对

年轻人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年近 6 旬的朱

师傅，就有难度，但他按规操作，使用熟练，连

年轻人也自叹不如。

由于长期在大漠工作，朱师傅看上去要比

实际年龄大一些,每次背上空气呼吸器去脱硫

塔工作区巡检，有人如果想帮助他，他总是说：

“不重，我一个人能行。”在炎炎烈日下背负沉

重的空呼机，还要配戴面罩，不禁让人感慨万

千。

“在岗 1 分钟，就要干好 60 秒。”朱师傅

常对年轻人这样说。

老吴和女儿的胡杨情结

今年 57 岁的吴建民，1985 年 6 月参加工

作就来到西北油田，先是在联合站干集输工，

后来就转战到金胡杨站，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也算是班里的一名老兵。

“常年在大漠工作，吴师傅埋头苦干，练就

了一身硬功夫。”一位员工说。

油井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伴随着大量的天

然气，有一天晚上，他在巡检时，发现一口井压

力过高，安全阀发出异常响声，他及时组织处

理，杜绝了一起生产事故。平时在工作的每个

环节，吴师傅总是小心翼翼，数十年来，从没出

现过一次差错。

30 年来，吴师傅与金胡杨站结下了不解

之缘，这里的每个阀组、每一台泵，还有与同事

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都令他难忘，这里有他

割舍不下的情怀。

吴师傅的女儿吴秋红是一名 90 后，2013

年大学毕业以后，学的是信息自动专业，本可

以在大城市找一份职业，过上安逸的生活，

2015 年她却参加了援疆考试，成为了西北油

田采油一厂的一名石油工人。

“小时候，记得父亲总是不在家，回家了我

也不认识他，有时还会埋怨几句，等长大后参

加工作，我才读懂了父亲。”吴秋红感慨说。

“特别是在沙参 2 井、705 企业文化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时，我看到当年‘卷席筒’、‘半壶

水’等雕塑场景，不禁落泪，老一辈石油人带着

铺盖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那种战天斗

地、以苦为乐的艰苦创业精神，令我震撼，从那

时起，我决心追随父亲的脚步。”提起父亲，她

满脸自豪，现已是采油战线上的一名生产骨

干。

如今，像吴秋红这样的“油二代”“油三代”

已纷纷走进了大漠，走进了金胡杨，为源源不

断生产油气资源输送了新鲜血液。

年轻的胡杨在成长

张亮是一名 80 后，19 岁技校毕业后就在

采油一厂当了一名采油工，先后干过班长、生

产调度和安全员，2019 初，因老班长退休，他

走进了金胡杨，担任第四任班长。

“他能吃苦，干活稳当，工作经验丰富，是

金胡杨班的最佳人选。”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

书记栾新星说。

初来金胡杨，张亮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

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老站，员工年龄偏大，一

方面该站长期保持着艰苦奋斗、忘我拼搏的优

良传统，如何将这些石化精神传承下去，对他

来说是个考验。

他将班上的制度进行梳理，并将“金胡杨”

精神、值岗理念和工作目标贴在办公室，便于

每天学习。

今年 2、3 月份，为减少疫情对生产的影

响，张亮所在的金胡杨站实行“分隔式驻站一

体化”管理，他带领何卫文等 3 名老工人，连续

驻站 40 余天,吃住都在站上，他们以苦为乐，

饿了就吃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白天巡井，夜

晚量油，困难面前，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班里的

原油产量没有落下 1 吨。

在这个时期，张亮变得更加成熟稳重，老

石油身上那种不怕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一直

激励着他。

张亮清楚记得，一年前，最疼他的爷爷去

世时，他还在井上巡检，等他知道后赶到家里

时，却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尽管他一直不

想让眼泪流下来，却挡不住内心的悲伤。

还有每次离家出门，儿子总是抱住他的腿

不肯撒手，这么多年在外，一直是媳妇操持家

里的一切，提起这些，张亮的心里满是愧疚

……

除了张亮之外，还有很多石油工人为了生

产油气，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在家人最需要的

时候，他们却不再身边。

“我一定要把老石油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让金胡杨精神遍布大漠井站，更加闪亮。”他坚

定地说。

渊邵密迦 孔守曾冤

荫5 月 15 日巡井工人在 S46 井现场诊断生产

异常情况

“今天，是你们入党纪念日，在这个神

圣的日子里，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对您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

真心感谢……

6 月 16 日晚，河南油田采油二厂顺北

油气项目部党总支为党员集体过“政治生

日”。项目部党总支书记王新伟向过“政治

生日”的 12 位党员们佩戴党徽。重温入党

誓词，送上《习近平在宁德》学习书籍，教

育党员、管理党员、激励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增强

党员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政治生日，是对党员的激励，更是鞭

策，提醒党员时刻牢记党员身份，时刻牢

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切实增强党员的荣誉

感、责任感、使命感，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为采油二厂外创市场贡献自己的力

量。

会上，党员代表刘永刚、刘阳军、黄毅

向党组织重新宣读《入党志愿书》，分享了

他们的入党初心，感受不同年代，不同时

期的入党心路历程。

这是项目部党总支第一次为党员过

“政治生日”，党员感言积极热烈，回顾了

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讲述了自己入党时

的情形，成长过程中的收获，分享了党员

生涯的心得体悟。党员纷纷表示将始终铭

记党员身份，牢记党员使命，践行党员义

务，坚定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

誓言。

项目部党总支书记王新伟说，党员通

过“政治生日”，具体地参与到党的政治生

活中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体会到组织

的温暖，找到个人的政治归属感，增强集

体荣誉感和使命的神圣感。重温自己加入

组织的难忘一刻，深化对党的认识，珍惜

政治生命，激发奋斗、奉献的内在自觉，激

励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渊胡强 杨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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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中国石化河南油建公司华南

项目管理部党支部“党员大讲堂”正式启动。

“专业人员讲业务、管理人员作交流，我们希望

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让大家相互学习借鉴，

共同进步提升。”该单位党支部书记李行行介

绍说。

自去年以来，河南油建公司党委提出“一

支部一品牌”基层党建品牌建设工作，作为基

层一线党组织，华南项目管理部党支部结合单

位特色，针对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等特点，将

党建工作深度融入项目建设主战场，创建了

“星火华南”党建工作品牌，倡导“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星火理念”，形成“支部一团

火、小组一面旗、党员一颗星”的党建工作管理

模式，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

组的阵地攻坚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

星星之火在华南大地形成燎原之势。

支部一团火

该单位施工区域广泛，覆盖福建、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 7 省 16 市，横跨 3500 多公里，

服务管道长度达 7100 公里。项目部 47 名管理

人员分别服务于销售华南公司下属的 8 个管

理处、福建省公司、天分公司粤西分公司、广东

石油、广东管网公司等多家业主单位。

“我们服务区域跨度大、单项工程综合性

强，而且管理人员基数低、人员分散，直接导致

管理难度增大。”为了解决发展困境，更好地服

务项目管理和生产经营，该党支部坚持“抓生

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围绕百日

攻坚创效行动和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多措并举

推进支部工作与项目管理深度融合。

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一张网”，工作推进

“一盘棋”，打破地域限制，实行工作网络化管

理，通过钉钉视频或者电话会议等方式，定期

召开支委会、班子会，解决当期项目管理存在

问题，根据领导班子分工责任到人，定时间定

节点抓落实，及时反馈解决成效。“如果遇到项

目管理中的紧急突发事件，我们会随时召开支

委会、班子会沟通解决，坚持事不过夜马上就

办。”李行行解释说。

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年度支部工作

计划的基础上同步制定党建月度工作计划，结

合当月工作量确定党建月度重点，制定党建活

动专项方案，明确安全、质量、进度等目标任

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今年在“提升形象，华

南项目管理部在行动”活动中，他们抓实临时

用电专项治理，及时更换配电箱、劳保工装等，

截至目前，已配置标准化配电箱 41 台，全部投

入使用，得到了业主的一致肯定。

同时，该党支部还在每个区域设置了党建

项目负责人和党建项目联络人，党建项目联络

人由项目党员同志担任，负责组织指导开展形

势任务教育、百日攻坚创效、主题党日等党建

活动；区域负责人担任党建项目负责人，负责

落实具体工作开展，与党员联络人相互配合，

共同推动党建工作有序开展，有效融入中心工

作。6 月 5 日，该党支部与销售华南公司广东

输油一部湛江党支部联合开展了主题为“双交

流，两共建，双提升”的党建共建活动，活动中，

建设单位给施工单位提不足，施工单位给建设

单位提优化建议，共同助推各项工作有效提

升。

“我们还制定了承包商共建活动的工作安

排，将与承包商进行经验共享，沟通交流，推动

项目有效运行。”这是李行行的下一步工作计

划。

小组一面旗

基层一线是攻坚创效的主战场。该党支部

划小工作单元，按照施工区域分成 4 个党小

组，明确一个小组一块阵地，一个小组一面旗

帜，充分发挥党小组的阵地攻坚作用。

管理部组建初期，市场开发一度受阻，该

党支部迅速成立以项目经理、支部副书记白立

武为组长的市场开发攻坚小组，分析形势，找

准问题，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实行精细化管

理，提升服务质量，延伸服务链条，干好在建工

程赢得后续市场。今年以来，已成功中标项目

5 项，累计承揽金额 4.02 亿元，实现了市场开

发新突破。

在玉林市二环南路改线封堵施工中，面对

电力电杆迁改协调慢、管沟地质坚硬、封堵时

间紧迫等困难，项目部成立以党员白立武、秦

宇为首的攻坚小组，迎难而上，克难攻坚，2 天

内投入钩机 17 台、安装人员 30 余名，一周内

完成焊接 180 米（套管穿越 110 米），顶管段分

段试压及全线整体试压，6 处连头工作，石方

段管沟开挖 2.2 万立方米，仅用 15 个小时就

完成了 2 个封堵点 1.6 公里直径 508 毫米管

线替换，比原计划停输 24 小时提前了 9 个小

时，创造了销售华南改线封堵作业新纪录，提

前完成封堵共增加输量 7000 余方，为销售华

南分公司奋战“百日攻坚创效-1949 工程”、玉

湛高速全面通车做出了积极贡献，业主特意发

来感谢信表示感谢。

党员一颗星

该党支部共有党员 14 名，零星分布在福

建、销售华南公司框架（茂名、深圳、南宁）、云

贵、湛北、广东管网等 5 个省市 7 个区域项目。

他们充分发挥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做到

“一名党员带动一片群众”，形成了党员冲在

前、员工比着干的热潮。

党支部结合项目特点，定期开展“我是党

员，我做示范”“提形象华南项目部在行动”等

专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深入

现场一线，定节点，促进度，保质量，查隐患，解

难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建设单位保

运创效提供有力支持。

党员魏永胜主要负责茂名管理处施工项

目，在阳江站、湛江站也有站内维修单体工程，

两地相距 260 公里，车程需要三小时。为了及

时掌握工程进度，抽查工程质量，协调工程难

题，确保安全生产，他要经常深入现场在两地

奔波往返，“一天跑个六七百公里也是常事

儿”。去年在湛江站一处管道缺陷修复施工中，

面对施工条件复杂、工期紧张、施工难度大等

不利因素，他多次往返现场沟通对接，确定施

工方案，组织协调各方解决难题，仅用 40 天修

复完成消除了集团公司安环部的重大隐患，受

到茂名管理处和中石化销售公司的认可，甲方

特意发感谢信感谢管理团队的艰辛付出。

党员吕洪涛负责的贵阳管理处项目施工

现场跨度大，施工点多位于山区，因次生灾害

频发，导致管道原有保护措施极易受损，运维

保项目较多。去年 6 月，贵州遭遇了 20 年不遇

的强降雨，造成多处管道水保墙冲毁管道裸

露，严重威胁了西南成品油大动脉的安全。作

为项目负责人，接到施工任务后，吕洪涛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抢险，合理统筹，克服

重重困难，圆满完成抢险突发事件处置，得到

了业主的高度认可，并以成品油管道抢维修队

身份受邀参加贵阳市经开区政府组织的联合

应急演练。因服务态度好，施工质量高，工程进

度快，得到了业主肯定，销售华南公司框架项

目实现新发展，未在框架标内的昆明管理处、

贵阳管理处、川渝管理处不断委托新任务，框

架项目新增承揽超过 5000 万元。

“我们的党员虽然分散，但支部通过搭建

桥梁让党员主动亮身份、作表率、树形象，积极

投身施工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最大限度地

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李行行说。 渊马兰兰冤

“老李，你刚出院，身体还没康复，快坐

下！”6 月 11 日上午 9 点刚过，川煤集团广

旺公司赵家坝煤矿供销科科长何孝波带着

全科室人员的关心，来到广元市旺苍县普

济镇炉溪村贫困户李开清在镇上的出租

屋，对前来迎接的李开清连忙说道，“我们

科室人员听说你受伤了，纷纷主动要求给

你捐款。”

原来，今年 5 月初，李开清在家里干农活

时不小心摔伤，造成四根肋骨骨折，胆囊切除，

身心受到了创伤。结对帮扶人员何孝波得知情

况后，心里十分焦急，时常打电话为其开导思

想，了解治疗情况，这不，刚出院就来到了家里

看望和慰问。

李开清在何孝波的搀扶下，缓慢坐在了门

口有靠背和松软座垫的木沙发上，感激地说

道：“何科长，这段时间真心感谢你对我的开导

和关心，让我挺过了最难的日子。”

“你说这些话太见外了，我们都是一家人

啊！”何孝波边说边在李开清一旁找板凳坐了

下来。

“这几年，我们经常听何科长讲炉溪村和

你们家发生的新变化，他早把你们当成了他的

家人。我们得知你受了伤，又帮不上什么忙，科

室管理人员就给你捐了 800 元，这也是我们的

一番心意。”同行的供销科主办科员高飞接过

话说道，并将装有 800 元慰问金的信封递到了

李开清的手中。

“这是矿上给你发的慰问金，这是我个人

再次对你表达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好好保养身体。”何孝波把慰问金递到李开清

手中后说道，“今后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什么

困难，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尽全力协

调解决。”

这个 50 多岁，平时并不善言辞的李开清，

看着手里由一颗颗爱心汇集而成的慰问金，眼

眶变得湿润起来，连声说道：“谢谢! 谢谢你们!
我一定会保养好身体，在你们的支持下，大力

发展种养殖业，丢掉贫困户的帽子。”

(姚荣华)

金胡杨班里坚守的故事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记河南油建华南项目部党支部将党建工作融入项目建设主战场

牢记党员身份
铭记入党初心
河南油田顺北项目部党总支
为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

一颗颗爱心 感动贫困户
广旺公司赵家坝煤矿看望慰问受伤贫困户

荫图为重温入党誓词。

●临泉县秀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以下保险单证：保单号：
AHEFLQ1Y1419B011645K、
AHEFLQ1Y1419B011640K、
AHEFLQ1Y1419B011650N、
AHEFLQ1Y1419B011628R、
AHEFLQ1Y1419B011638S、
AHEFLQ1Y1419B011632E、
AHEFLQ1Y1419B011639W、
AHEFLQ1Y1419B011631A、
AHEFLQ1Y1419B011653V、
AHEFLQ1Y1419B011648M、
AHEFLQ1Y1419B011634A、
AHEFLQ1Y1419B011641P、
AHEFLQ1Y1419B011637O、
AHEFLQ1Y1419B011635S、
AHEFLQ1Y1419B011646P、
AHEFLQ1Y1419B011642H、
AHEFLQ1Y1419B011649R、
AHEFLQ1Y1419B011636W、
AHEFLQ1Y1419B011633W、
AHEFLQ1Y1419B011651Y、
AHEFLQ1Y1419B011644R、
AHEFLQ1Y1419B011627V、
AHEFLQ1Y1419B011647U、
AHEFLQ1Y1419B011630J、
AHEFLQ1Y1419B011629A。
合计 25 张，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四川金盾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机打增值税
发 票 2 张（发 票 代 码 ：510019
4130， 号 码 ：06855108、068
55109），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施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C9WG
156）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川车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
●特拉克斯实业发展（成都）有
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开
具给张兴彪的购房收据，编号：
0003552，金额 685364 元，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特拉克斯实业发展（成都）有
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开
具给张兴彪的购房收据，编号：
0003554，金额 685364 元，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四川聚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 2 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CNAXB
1B）遗失作废

●赵小容二代身份证（号码：51
292219740718056X） 及 户 口
簿一并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倍诺德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395579693T） 遗 失
作废。
●四川中视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MA6CGU2U6K）、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10108326001，账 号 ：5105015
0860800001808，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河
支行）遗失作废。
●巢氏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915101003321111298) 经股东会
决定, 将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由
10000 万元减少至 10 万元,本公
告见报之日 45 日内,请本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
续,特此公告。
巢氏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
●绵竹市宝贝爱乐母婴用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5106830007920,声明作废

●成都飞扬欢乐迪娱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70866834897 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德阳瑞德体育场馆
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
销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兹有景茂·雍水岸郦府住户刘
尚军的 573 号车位收据和协议
均遗失（收据金额：52000 元），特
此声明。
●四川贵源电力设计咨询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343103677J）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飞机工业公
司职工技协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
00201976501K）经 全 体 所 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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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本人遗失名流花园 3-17 建渣
保证金票据，号码是 0426126，
票据金额 1000 元，特此声明，
声明人：曾睿莎。

●注销公告：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 限 责 任 公司 科 协 科 技
咨询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901900161Y）经 股 东
决定注销咨询部，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咨询部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市天府新区荣田农资经营
部（统一 社会信 用代 码：9151
0100MA62LPFT5C）经股东决定
注销本经营部，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经营部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享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1010955
2044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柏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133
579780283）经 股 东 会 决 议 注
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锦江区卢涛商贸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MA62NWP1XL） 遗失
作废。

●四川省时代沃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510107000712323）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王莹雪购买中粮鸿云项目负
二 196 号车位。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交付定金。交款金额 2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元整）票
据号：0013186；交款金额 18000
元 （大写：人民币壹万捌仟元
整），票据号 0013187.收据遗失，
特此说明！
●减资公告：经四川正立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000577586683M）股东
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减少至壹仟万元整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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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前锋世豪金
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51010720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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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立公告
经成都金克星气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220255
22927）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派
生分立为成都金克星气体有
限公司、成都金克星电力有限
公司，分立前成都金克星气体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分立后成都金克星气体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600 万元，成都
金克星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600 万元。分立前成都金克
星气体有限公司的债务由分立
后的成都金克星气体有限公
司、成都金克星电力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请债权人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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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
司分立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成都金克星气体有限公司
●四川省优易购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 ：5113
219001856），名 章 谢 加 飞（编
号：5113215004701）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成华区天天广场健身舞俱
乐部，（法人）川成.成华民证字
第 070384 号，经上级主管单位
批准，予以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前来办理相关债权债务事宜。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刘艳梅（身份证号：513030198
108201726）遗失成都市职称改
革领导小组颁发的职称证书（资
格名称：工程师，证件编号：
00015037, 成都市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 2018 年 4 月 4 日批
准）遗失作废。

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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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79393广告热线 028-
地址：红星路二段 159号成都传媒·红星国际 2号楼 1702室

QQ：769036015
VX：13308082189收费标准： 元 /行 /天（13字 1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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