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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孔守曾

“塔河四区原油日产踏上 600 吨啦！我

们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

近日，在西北油田采油一厂开发研究所

油藏研究 1 组办公室，技术人员欢欣鼓舞，

大家互相告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塔河四区开发已经超过 20 年了，是西北

油田最老的生产区块，目前探明地质储量

6300 余万吨。今年以来，面对老区自然递减

增大、稳产基础薄弱的开发现状，油藏技术

人员围绕“储量拓资源、产量硬稳定”目标任

务，变压力为动力，从地质认识、储量动用和

井网构建等方面综合挖潜，截至 6 月 25 日，

该区块终于实现华丽转身，日产原油从 279
吨增加至目前的 621 吨，产量实现大步提

升。

精细描述
地质研究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塔河四区水驱、气驱效果逐步

变差，区块储量动用难度增大，特别是由于

堵水、上返酸压等原因，导致中深部径流带

1600 多万吨的储量失去控制，老区开发遭遇

瓶颈，因此提升地质认识、精细描述油藏是

当务之急。”油藏研究室主任张莹介绍说。

2019 年开始，该厂就启动了塔河四区提

高采收率示范区建设，对碳酸盐岩的岩溶系

统进行重新认识，从岩溶属性、地震特征和

储层特点等方面，提出了属性切片、多属性

叠合等认识岩溶系统的方法和途径。

寻找认识的突破口是关键。技术人员把

塔河四区的地震图件，当宝贝一样放在手机

里，每天放大又缩小，随时观察，他们沿着不

同方向寻找储层连续性，根据不同属性匹配

岩溶模式，对每一个子系统的每一个细节都

不放过。半个月来，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凌晨

两三点，最终理清了井洞关系、井和岩溶系

统关系，对岩溶系统重新进行划分，使油藏

描述更加精细，为后期开发打下了基础。

技术骨干张勇有个习惯，无论再忙，都

要抽空和 4 个月大的儿子视频一下，但这几

天实在挤不出时间。他自嘲道：“每天光看这

些图件儿，娃长啥样子都快忘记了。”

转化成果
储量动用取得新进展

如何将岩溶系统的精细描述应用到开

发实际中，实现增油增效，这是技术人员心

里的一块石头。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陷入深

深沉思中。“我们不妨开个研讨会，听听大伙

的意见，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技术员

高慧提议。

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会就这样开始了。

“储层就是通过水对岩石的溶蚀作用形成

的，水流到哪里，哪里就形成了储集空间，这

说明了什么？”组长张莹看着油藏分布图启

发大家。“知道水在储层怎么走，就知道了油

气运移方向，也就知道水的来源，以及水驱

和气驱过程中原油的运移方向。”小将周金

龙若有所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蒙在头顶

的“迷雾”终于揭开了。最后，将岩溶系统的

应用，集中在连通性分析及储量动用状况

上。然而，要真正动用储量依然困难重重。

在储量动用上，技术员将目光聚焦在

TK408 井。这口井属于第 18 号缝洞体，目前

采用“一注两采”模式生产。他们从注采响应入

手，发现 TK408 井无论注水还是注气，南边的

TK428CH和 TK408 两口井都有动态响应，这

足以证明北边的储量没有动用。就这样，他们

对 255 个缝洞体的储量动用情况一一进行精

评价，对储层连通性进行再总结、再分析，共识

别出连通路径 27 条，识别连通未动用储量

785万吨，连通在动用储量 2667万吨。

“我们通过对塔河四区储量分布动用状

况的准确分析，让缝洞型油藏的挖潜方向更

加清晰，为实现高效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发研究所所长任波说。

多措发力
缝洞油藏开发取得新成效

在三类储量的挖潜上，技术人员觉得传

统的挖潜手段和方法比较零散，缺乏系统

性、全局性，他们发现塔河四区表层风化壳

岩溶和中深部径流带岩溶比较发育，可以采

取气驱顶部、水驱深部措施进行挖潜，以表

层注气为主、中深部注水为主构建了两套井

网，形成对储量的全方位控制。

“在井组潜力论证的基础上，我们目前

共建立 5 个大残丘注气井组、3 个中深部气

水协同井组，日增油达到 120 吨，同时，在中

深部通过完善井网，部署新井 2 口，目前日

产油近 60 吨，表层、深部这两套井网建设初

见成效。”开发研究所副所长海刚说。

在井网建设过程中，技术人员在塔河四

区总结出“水借气势、气借水推”挖潜剩余油

的气水协同机理，目前 12 口单元注气井采

用了“气水协同“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累增油达 10 万吨。

针对注气井“单井吐气”问题，他们通过

“大排量推水”在井周建立高压区，“逼迫”氮

气向远处运移，目前在 TK404 井开展试验后

效果显著，已实施 3 轮次，增油近万吨，在同

类井已推广应用 8 口井，均见到明显效果。

同时，结合底水能力强，通过单井注气仍不

能有效抑制水锥现象，技术人员创新使用

“注气+堵水”协同方式，顶替阁楼油、阻断水

锥，提升了挖潜效果，目前在 TK485 井试验

成功，日增油达 18 吨，轮次增油 2475 吨，下

步将扩大应用规模。

姻 郭馨泽

近日，包头市总工会公布了 2020 年包

头市五一劳动奖的表彰决定，北重集团防

务事业部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被授予“包

头市工人先锋号”。

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是北重集团防务

事业部设备维修中心的一只专业团队，现

有电工高级技师、工程师、北重集团关键技

能带头人等 18 人，是包头市级数控装调维

修工作室。在过去的 2019年工作室团队承

办了包头市热加电工技能比武、兵器装备

军民技能大赛、兵器青工技能大赛。近年

来，团队成员分别取得了“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

手”、“内蒙古青年岗位能手”、“内蒙古技术

能手”、“鹿城英才”、“包头工匠”、内蒙古

“五一劳动奖章”、“北疆工匠”、“内蒙古突

出贡献青年专家”等各项荣誉。

在我军新型装甲车炮和舰炮研制的漫

漫征程中，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在一系列

主战装备型号项目工程的生产设备、改造、

维护保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先后攻

克 2 万安电解螺旋拉床的设计、调试、工艺

实验和数控车床小件连续加工系统的设

计、调试等多个精密加工设备技术工艺难

点，完成技术攻关 70 余项；在负责人的带

领下，所在大师工作室成员完成技术革新、

合理化建议百余项，获得国家专利 7 项，形

成论文 11 篇，创造经济效益 3500 余万元。

他们尤其在某型大口径火炮的关重工艺设

备的自行设计调试中提出多项先进方法和

工艺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技术绝技。在提

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保证和提高了装备质

量和可靠性，成为兵器工业精密数控设备

领域当之无愧的杰出队伍。

立足本岗，大胆创新，
练就绝技绝活

工作室的成员大都被安排在公司的关

键岗位,大家立足岗位刻苦钻研，练就出不

少绝技绝活，各个在短时间内都成长为公

司技能骨干。2016 年，团队部分成员代表公

司再次出征北京参加兵器集团技能大赛，

获得集团第二名的好成绩，曾经连续 3 年

获得内蒙古大赛第一名，还在振兴杯国赛

中取得第九名的好成绩。

伺服电气液压传动部件都是数控设备

的精密部件，这些设备的诊断修理是保障

我国重型火炮加工制造是否保质保量产出

的核心难题，成员们大胆思考，小心验证，

练就了数控设备快修、快保的绝活。而工作

室独创的“数控设备快速故障定位操作法”

更是有力地保证了设备加工精度和设备的

完好率，将设备的完好合格率提高到

99.7%，在公司内堪称独树一帜。凭借“故障

快速定位法”这一绝活，数控装调维修工作

室多年来先后攻克了 2000 余次设备维保

的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某阅兵重点装备生

产线保障过程中，工作室将精密设备维护

保障当作一场不能失败的硬仗来筹划，完

成多个瓶颈问题的攻关保障任务。

某天深夜，电闪雷鸣，进口设备德玛吉

出现故障。当时正值生产繁重的关键时期，

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设备的生产，将严重影

响整个生产流程。由于现场灯光照明不够，

电气线路的标识走向已很难辨认，且现场

控制线路交错纵横,处理难度很大。接到消

息后，工作室队员立即赶到现场。在了解情

况后，队员们立即打着手电筒,对照图纸一

点一点的捋起来。经过认真排查，找到了故

障点，拿出工具，更换操作线及端子，接好

后试车……设备就“隆隆隆”地转起来。因

为这次“雨夜抢修”，有人给数控装调维修

工作室起名“设备 119”的称号。

攻坚克难，精益求精，
弘扬“工匠精神”

一直以来，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成员

们在岗位上踏踏实实，不断创新。他们深

知，要践行工匠精神，必须要用极致的态度

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2008年

进口车铣复合投入运行，工作室承担了电

气设施的维护工作。面对新的安全集成系

统，白天他们在现场对着图纸，查看设备装

置，将每条电缆的走向，每个继电器的作用

牢牢记在心上，晚上将图纸带回家，细细琢

磨每一条回路的相互联系，每一条出线的

走向。通过近半年的学习和实践，他们很快

掌握了新设备的调试维修技术，在设备的

试车护航、故障抢修、日常维护及后来的多

项技术改造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大家始终

认为，作为工作室的一员，不仅要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高标准完成本职任

务，还要有顾全大局的服务意识，带领身边

的职工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

在公司，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总是主

动承担要求高、难度大、没人愿意接单的难

题。某日，单位接到任务，要在极短时间设

计制造一台专用数控设备用于某国家级型

号试验项目。这批产品对精度要求极高，且

尺寸巨大现有设备无法加工，由于这类设

备属于国外对我国的禁运禁售设备无法购

买，国内没有厂家制造的先例。任务急，难

度大，工作室成员们联合其他工作室的大

师们，反复揣摩，一次次讨论可行性方案，

一遍遍研究产品参数、琢磨加工工艺，不断

连续奋战，最终成功设计制造了国内首台 2
万安数控电解螺旋线专用机床，顺利完成

工艺实验。

为有力保障某国家重点型号项目试制

的关键节点，工作室成员们放弃节假日，连

续奋战 13 个多月，连破十余项技术难题，

确保该型装备顺利投入生产。他们精湛的

技艺、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公司及军方代

表的高度赞誉。

言传身教，传道授业，
培养高技能人才

他们常说“是公司培养了我们，我们就

要在各个方面回报公司。”他们对自己的技

术从不吝惜，长期坚持向其他同志传授技

术，他们把多年的读书笔记、操作经验编写

成培训教材，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青年技工。

同时，他们依托自己的工作室，对青年技工

进行培训，带出的徒弟先后完成技术革新、

合理化建议、QC 成果等 30 余项，每年为企

业创造经济价值达百万元。几年间，他们带

出的徒弟个个身手不凡，在自治区、兵器工

业集团等各类大赛中屡创佳绩，涌现出一

批摘金夺银的高技能人才。其中李建波、夏

强都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韩禄、唐鸿腾、马晓东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

技术能手称号，在技术技能等级上分别晋

升到了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和助工。李

健波还获得了 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控

装调工技能竞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除了在岗位上带徒授课，成员们也积

极参加行业互动，曾在 2017 年被聘为中国

国防邮电职工技术协会数控维修保障专业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员们还在工作

中总结编写了《840DSL 常见故障排除》

《828D 数控系统升级改造实例》等内部员

工培训教材。在职业能力鉴定工作中，2018
年部分成员取得了电工高级考评员资质。

他们作为指导教师和考评员，累计上讲台

授课达 800 多课时。与此同时，数控装调维

修工作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与日剧增，

为地方技能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众多成绩和荣誉面前，他们不骄不

躁，在公司提供的事业平台展示才艺。随着

企业的发展，他们决心继续发挥自身的技

术优势，立足本职，保持本色，一步一个脚

印，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言传身教的实

际行动，继续耕耘、继续跋涉、继续奋斗，用

智慧和汗水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的繁

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才可能成就一番

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叁生石环保：立志打造
永续经营的
环保综合性企业

姻 余慧颖

近年来，公众对健康环境和优美生态

的迫切需求与日俱增，国家对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大，作为直观感受

最明显的大气环境更是成为环境保护的重

中之重。

杭州叁生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

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杭

州，公司主要从事室内空气检测、室内空气

污染治理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包括环保、新材料、生物、能源、化

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开发；节能设备、灯具及配件、建

筑材料、防腐保温材料、家用电器、消毒设

备、化工原料及产品、水处理设备、环保设

备的销售；环保成套设备的安装维修；以及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杭州叁生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

批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同时也

融入了一群朝气蓬勃、激情满满的年轻血

液，组成了既经验丰富又热情十足的合作

团队。叁生石环保科技秉承着“诚信、敬业、

实干、创新”的经营理念，在全体员工的努

力之下，承担了浙江省以及全国范围内的

多项环保咨询服务项目，公司的能力得到

了客户的认可。

经过这些年的不断发展，公司进入了

高速发展的时期。借此，叁生石环保科技将

立足于浙江，与社会各界继续友好合作，不

断开拓创新，务实求精，立志打造永续经营

的环保综合性企业。

瑞祥医疗科技：
始终致力于先进医疗
技术水平的推广

姻 陈婉婷

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于医疗器械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再加上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和国家

政策层面上对行业的支持，使得我国医疗

器械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虽然我国医疗器

械行业起步较晚，但是随着人们健康意识

的提高，从医院的高端医疗器械的配备到

便捷的家用医疗器械都将迎来高度的需求

增长，为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带来广阔的发

展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瑞祥医疗始终

以“创造财富，回报社会，服务员工，为人类

的健康事业作贡献”为经营宗旨，积极有效

地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实施“不断地向客

户提供一流服务”的经营方针，致力于成为

医疗器械销售行业内的优秀企业，并在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出一条规范化发展

的道路，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浙江瑞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坐落于浙江嘉兴智慧产业园，业

务涵盖检验设备、诊断试剂、临床设备等领

域。目前，浙江瑞祥代理销售世界知名品牌

希森美康血液细胞分析仪、凝血分析仪，同

时也是国内上市公司迪瑞医疗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产品的浙江省总代

理。瑞祥一直致力于先进医疗技术水平的

推广，客户群体覆盖各级医院。

随着公司运营经验的不断积累、服务

方案的不断完善，浙江瑞祥受到的认可越

来越广泛，签约项目的速度也在加快。在全

体公司员工的不懈努力下，瑞祥医疗于

2020 年获得浙江省科技型企业、浙江省诚

信经营示范单位等荣誉。浙江瑞祥一直强

调做好技术应用以及售后服务是对用户应

尽的职责，用户满意是公司工作的出发点

和归宿！瑞祥医疗建立了代理产品维修配

件库，配备专业维修应用人员，以满腔热

情，全心全意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国弘教育：
努力做好专升本教育

姻 李慧颖

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不管是找

工作、考研、考公务员、评职称、出国留学、

哪怕找对象也需要学历，因此越来越多专

科学历的小伙伴想获取本科学历以获得更

好的发展。本着“实在、负责、高效”的企业

文化，国弘专升本通过其独特的教学体系，

在浙江省专升本学生中获得了较高的满意

度。

老师教学能力及人格魅力是吸引同学

来到国弘专升本学习的直接原因。杭州文

都国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由杜长富、邓志国、金扬松三位老师联合创

立，主营浙江省普通专升本，也称 3+2，全
日制专升本。近三年，学生本科通过率都超

过 98%，一二本通过率高达 60%，创浙江省

通过率之最。

当问及国弘专升本这么高的通过率是

因为什么？金扬松老师回答道：“两个

字———用心，老师用心教，没有教不好的老

师，学生用心学，没有考不上本科的学生，

一个优秀的老师一定是能教出适合学生的

风格。”

国弘始终秉持“教育是良心活，师资是

第一位”的标准，在专升本领域真正做到了

学生的零差评。未来，国弘还将继续保持初

心，坚持师资高标准，为浙江省专升本学子

谋求更大的福利，继续国弘专升本的口碑之

旅，继续保持浙江省普通专升本的高通过

率。

德蒙智能：
开拓创新 成就品牌

姻 周亚春

浙江德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秉承精益

求精的精神，以领先技术为客户创造最大

的价值。德蒙制造的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等

产品以专业、高品质为广大用户青睐。公司

在不断完善企业管理体系的同时，严格按

照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管理。从漏电断

路器、塑壳（透明）断路器、小型断路器及交

流接触器一应俱全，并以柔化的生产管理

系统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高性能的个性

化产品。核心技术和专业解决方案是浙江

德蒙的优势。

浙江德蒙坚持技术创新并提供更专业

的服务，助力于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浙江德

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不断改进创新，

产品的质量、外观和实用性逐步得到完善

和提高。浙江德蒙拥有先进的设备、雄厚的

技术力量，且拥有职工培训中心等配套设

施及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公司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多年来一直深受广大客户的

欢迎和青睐。德蒙公司先后引进国际、国内

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尤其在近几年来，使十多个系列产品的质

量不断更新换代。

自创办以来，浙江德蒙始终坚持以“质

量第一、服务第一”为企业宗旨，在公司全

体职工的不懈努力下，以先进的测试设备、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齐全的品种为后盾，

以优质的服务为根本。欢迎国内外客商前

来洽谈合作，共谋商机，共创繁荣和发展。

精耕细作 老区块跑出开发“加速度”

精益求精打造“工匠精神”
北重集团防务事业部数控装调维修工作室

被授予“包头市工人先锋号” 6 月 30 日下午，位于罗湖水贝的特力

珠宝大厦群贤毕至、大咖云集，由特力集团

主办的“珠宝匠心 传承文化创意展暨珠宝

行业主题沙龙”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水贝片区各大珠宝企业负责人、业界精

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在当下，珠宝行业如

何面对新经济、新模式、新零售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罗湖区政协副主席陈广出席活动并

讲话，罗湖区商务局、深圳黄金珠宝首饰行

业协会、深圳黄金珠宝文化研究会、深圳市

珠宝首饰设计师协会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活

动。

特发集团副总裁、特力集团董事长富春

龙在致辞中表示，特力集团致力成为最具影

响力的时尚珠宝产业第三方综合运营服务

商，以促进行业规范、助力行业发展为使命，

初心笃定，砥砺前行。特殊期间，特力一方面

严格落实政府政策要求，履行国企担当精

神，对商户减免两个月租金，是片区内对商

户减免力度最大的卖场；另一方面秉承助力

珠宝产业发展的宗旨，积极投资建设产业配

套项目，投资引进深圳海关保税商务集团项

目，打造集保税展示、保税加工、进出口报

关、供应链服务等于一体的保税综合服务

平台；投资建设宝库供应链项目，打造集第

三方高端保管箱、钻石、黄金供应链于一体

的珠宝产业增值服务平台；推进深圳珠宝产

业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集聚行业内创新创业

新锐团队，推动行业创新转型，为珠宝行业

注入新活力；响应网络直播带货的热潮，设

立播间免费给商户使用，助力大厦商户走出

困境。

陈广副主席在讲话中表示，世界珠宝看

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水贝已成为罗湖和

深圳的一张闪耀名片，水贝珠宝产业是罗湖

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是区委区政府高度关

注和关切的领域，是罗湖区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机遇的重

要引擎。他指出，本次活动的主题很贴切、很

及时、很有意义，是珠宝行业目前必须要面

对的话题，希望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珠宝企业家、业界大咖的齐心带领下，水

贝珠宝能顺应新时代、把握新经济，危中寻

机，迎难而上，破解困境。

在主题沙龙环节，特力集团总经理吕

航、星光达公司董事长林畅伟、深圳黄金珠

宝文化研究会会长曹阳、深圳市珠宝首饰设

计师协会会长杜半围绕当下的珠宝行业发

展进行了交流分享。大咖们认为，在当前背

景下，宏观经济衰退降低了消费者信心，珠

宝钻石产业销量难以取得明显增长，将加速

中国珠宝钻石行业的洗牌重整。但随着国内

形势逐渐好转，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引

导下，经济重启已拉开序幕。特殊情况带来

的社会活动、消费方式的变化，给珠宝行业

创造了发展的新机遇，带来了新的经济模式

和销售模式。他们号召，珠宝行业要抱团取

暖，转换经营理念，顺应经济模式的调整，拓

展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把握行业新的风口，

调整姿态，同舟共济，共同抵御行业寒冬。

活动上，作为深圳市唯一面向珠宝行业

的特力双创基地，与国检中心深圳珠宝检验

实验室、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真品

溯源平台三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凝

心聚力，共同打造和提升双创基地的服务能

力，助力水贝片区珠宝商户经营发展。

本次活动旨在为水贝片区上下游珠宝

商户搭建交流共享平台，聚众智慧，共话发

展，寻找当前珠宝行业快速复苏、率先破局

的出路，交流分享干货满满，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同时也吹响了特力珠宝大厦今年一系

列活动的启动号角。

接下来，特力珠宝大厦将开展为期 20
天的珠宝匠心传承文化创意展，由“匠心

之艺”“匠心之声”“匠心之味”三个模

块组成，提炼了珠宝工匠之艺、留声机工

匠之声、红酒工匠之味，将同具匠人精神

的文化元素完美结合，传承匠心工艺，引

领行业发展。

渊北国冤

7 月 1 日，欧阳娜娜官宣成为得力文具代

言人，并将与得力办公代言人杨澜一起开启得

力品牌传播“双代言人”路线。此次得力 pick 娜

比，力求向年轻消费群体传递创想基因—D+
NA，为得力文具世界注入新鲜多元的创造性与

可能性。

得力首位00后代言人，
助力品牌拥抱后浪

演员、唱作歌手、vlogger、大提琴演奏家

……欧阳娜娜从来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

青年，其新锐时尚、热爱生活的形象与得力所倡

导的新青年价值观完美契合。

在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下，95 后甚至 00
后已然成为新一代的主力消费群体，功能性产

品正在向潮流符号化产品转移，更加鲜明、有态

度的品牌故事和产品已成为 Z 世代品牌生存

的“新基建”。

多年来，得力在品牌打造的道路上锐意进

取，加持国际视野化和行业领先水平的设计研

发团队，在海内外如上海、首尔、斯图加特等地

区设立创新研究院，同时陆续签约颐和园、

Kakao Friends、皮卡丘、汪汪队等优质 IP，用创

造力与前卫先锋的视野，打造了属于得力的创

想基因。

作为得力首位 00 后代言人，欧阳娜娜在年

轻一代中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得力希望以年轻

人的方式、语言与年轻人沟通，不仅是展现多样

化的创想产品，更是传递潮流文化与品牌理念，

增强品牌年轻化体验。

得力x欧阳娜娜，
释放D+NA，NA就是我

本次得力与娜比的合作主题为 # 释放 D+
NA，NA 就是我 #，其释义为：DELI+NANA=D+
NA。DNA是基因，D+NA便是得力文具与欧阳娜

娜联手下的创想基因，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D+
NA创想基因等待激活，此次得力与欧阳娜娜联

手，一起本色解锁了当下 95后和 00后日常生活

中几个常见场景：课堂学习、绘画写生、时尚办

公、居家学习，着力向外界传递和强化得力年轻、

多元、开放，个性、自我的品牌主张与态度，创造

未来可能，每个人都能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首次合作中得力共推出了百余款欧阳娜娜

同款文具，更是涉及书写工具、画具画材、本册纸

品、包袋、桌面文具等多个品类。得力与欧阳娜娜

的联手，对得力来说不光是品牌知名度和声量的

双重曝光，也是对品牌和产品进行深度演绎。

得力双代言模式，
全新出发，未来可期

作为中国最大的办公与学生产业集团，得力

一直专注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

品，并通过近 40年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管理创

新和产业布局，在业内建立了中国第一的市场地

位，成为全球拥有广泛知名度的品牌。其旗下拥

有得力办公、得力文具、得力工具、集什等多个品

牌。早在 2009年，得力邀请主持人陈鲁豫作为形

象代言人，成为行业内首位拥有代言人的企业。

2014年得力品牌战略升级，正式启用杨澜作为

新的形象代言人，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向大

家展示办公整体解决方案领导者的风采。

欧阳娜娜代表着年轻活力的得力文具形

象，杨澜代表着稳重知性的得力办公形象，“欧

阳娜娜+杨澜”的双代言人模式，是为了适应目

前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的转变，更是适应消费

需求的变化所采取品牌战略的调整，不仅满足

了产业端及消费端的双重需求，同时极大地增

加年轻一代的消费粘性。

未来，得力将通过双代言人的双重演绎把

丰厚沉淀的品牌内涵全方位展示给全球消费

者，为品牌带来更多可能性，而新代言人的加

持，相信得力与年轻一代将会擦出更多火花。

渊钟华冤

为让 13 亿中国人都尝到更鲜美的滋

味，多年来，上海太太乐致力于传承和推广

鲜味文化。秉承研究、探索、普及“鲜”的宗

旨，近日，以“寻鲜、探鲜、习鲜、究鲜”为主题

的太太乐第三届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将

启动，以更生动化、多样化的方式吸引广大

社会人士参与，让更多人了解鲜味科学，收

获鲜美生活。

公司成立 30 周年之际，太太乐启动了

首届全国鲜味科学知识竞赛，以行业内首

部“鲜味”专著———《鲜味科学与鸡精调味

料工艺概论》 一书和六集纪录片 《鲜味的

秘密》 为基础，向热衷于鲜味科学的社会

大众发起“鲜味探寻之旅”参赛邀请。当

年从 3 万名海选者中选出 10 位选手，齐聚

上海科学会堂分赢 10 万现金大奖。次年 5
月 7日，获奖者们在英国开启了寻鲜之旅，

为太太乐首届鲜味科学知识竞赛划上了圆

满的句号。次年大赛中，参与人数超过 5
万人，更邀请大牌 KOL 助力加盟，百万粉

丝网红美食主播参加，通过直播为广大网

友及时传送知识竞赛讯息与相关鲜味知识，

观看人数累计超百万人次。与此同时，通

过中国调味品协会及太太乐官方微信公众

账号等专业渠道，活动覆盖量达千万人。

赛事最后十位鲜味达人成为太太乐鲜味科

学的传播者。

本次大赛全方位提升和创新，太太乐美

厨娘公众号同步。为期 5 个月，创新趣味性

的答题形式，线上线下整合联动比赛，让比

赛更加丰富有趣。大赛更提供了丰厚奖品，

同时，作为全国性以“鲜”为主题的大型互动

比拼赛事，大赛将通过新媒体渠道引领，聚

集有梦想、能力、热情及创造力的鲜味达人

和专业人士共同参与。

30 年来，太太乐围绕一个“鲜”字不懈

努力，研究发展鲜味科学，致力向消费者传

递“鲜”的理念，向社会大众弘扬鲜味文化。

作为鲜味科学的先行者，鲜味文化的传播

者，将继续砥砺前行、打造更多优质鲜味产

品，“让 13 亿人尝到更鲜美的滋味”，用心为

现代家庭厨房定制美食解决方案，也为世界

各地众多膳食增添鲜味。

渊余新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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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全球旗舰店·上海南京东路近日盛

大开业，它坐落于“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东

路的南京大楼，营业面积近 5000 平方米，是

华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华为一直非常珍惜与消费者的连接和

沟通，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更是一

种朋友的关系，旗舰店为消费者、客户、开发

者提供了一个连接的场所。”华为消费者业

务 CEO 余承东表示，“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

到来，华为还创新地加入了全球全场景智慧

生活体验区，消费者可以零距离探索未来无

处不在、无所不联的全场景智慧生活。”

作为上海二级历史保护建筑，由哈同地

产公司投资兴建并于 1935 年竣工的南京大

楼曾是上海滩风靡一时的老介福绸缎局，更

见证了上海滩百年来的商业起伏。如今，历

史建筑迎来新篇章，华为通过妥善的修缮、

匠心的设计，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南京大楼的

原始韵味、功能和形式，让这座历史文化地

标焕发新生，重新开门迎客，化身为当地社

区休闲娱乐、学习分享和发挥创造力的“城

市客厅”。

“华为与上海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做了非

常多的沟通，一方面最大幅度地尊重了建筑

的历史本貌，另一方面也将它原来的风味还

原了出来，打造成社交区，供消费者驻足休

息、交流分享。”华为消费者业务 CMO 朱勇

刚说。

旗舰店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全

场景体验，让每一位到访客人真正可以零距

离感受未来无处不在、无所不联的全场景智

慧生活。

一楼除产品体验桌之外，墙面的壁柜按

照消费者最常用的十二个场景进行陈列，消

费者可进行便捷的购物与场景体验，满足他

们生活、工作、影音娱乐等多场景需求。

二楼独创的全场景体验区分为智能家

居、移动办公、运动健康、智慧出行、影音娱

乐等五大场景，消费者在这里可以体验到

“一键切换居家模式”、“多屏协同”、“智慧步

道”、“畅连”、“智慧出行”等黑科技带来的智

慧联接生活，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

“在 5G 和 AI 技术的驱动下，全场景智

慧化的生活体验已经成为一种可能。而正是

因为这种体验很难通过语言描述让消费者

获得感知，所以我们通过全球旗舰店给大家

提供更为全面、丰富的体验场景，让我们一

起都能体会到未来智慧生活的美好与便

捷。”朱勇刚补充说。

值得一提的是，旗舰店设置了大量的公

共空间，建筑本身的天井也以“中庭”的方式

重新回归，宽大的步梯连接着各楼面、模拟

日光的灯顶让“日光”倾泻而下，每位客人都

可以在这里拾级而坐、静享时光，攀谈交流。

据介绍，旗舰店每天都会举办免费的讲

座活动，每周提供 60 多堂影像、编程、运动

健康、音乐等主题的日程，每个月还会邀请

当地艺术家、国际级技术达人、创作人等举

办艺术沙龙、分享会、开发者说等系列活动，

让每个消费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圈子交流

分享。为庆祝开幕，三楼设有的“新影像摄影

展之洞视者之谚”活动，在上海滩首屈一指

的王开照相馆以及上海本地摄影师的镜头

下，寻找上海滩的绰约风姿和南京东路的百

年沧桑。

“南京东路旗舰店立足上海、回馈本地，

不仅连接了消费者、开发者及本地艺术家，

也连接了历史、人文、科技和未来。未来在中

国的主要城市，华为都会建设城市客厅，欢

迎每个人来做客。”朱勇刚如是说。渊舒允文冤

华为全球最大旗舰店在上海南京东路开业
营业面积近5000平米

寻“鲜”之旅 太太乐开启第三届全国科普竞赛

得力文具代言人欧阳娜娜全新亮相

聚行业智慧，破当前困境
特力集团举办主题沙龙系列活动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攀枝花中心支公司遗失
安贷宝逐行打印通用版（无章）
4492 份，单证号为： 3000050716
00237811/237956/238143/316546
/316565/316634/316768/316871/
432638/433055/434380/435846/4
53462/317218-317235/231801-2
31820/318601-318700/231872-2
32000//300005071700160264/160
801/160913/161845/165762/1665
10/524097/526406/104499-1045
00/159621-159622/166547-1665
60/158001-158017/158176-1581
95/166705-166726/166728-1667
49/104775-104800/166623-1666
50/523251-523287/158019-1580
62/158064-158107/104446-1044
97/158109-158174/104701-1047
73/300005071701038219/1038375
/1038432/1038669/1039002/1040
651/1041026/1041341/1042126/1
042483/1043498/1043646/104378
2/1043962/1045118/1163387/116
4404/1164521/1166267/1166314/
1166816/1166912/1166944/13611
95/1361361/1361842/1385390/13
86136/1639639/1640301/1640388
/1640570/1640961/1643337/1643
795/1643956/1644155/1644463/1
645134/1647249/1406000/140601
0/1406371/1406879/1406956/140
7015/1407407/1407478/1407786/
1409156/1409428/1410565/14105
69/1411118/1411196/1413519/14
13529/1413710/1414309/1414388
/1415269/1415297/1415322/1415
334/1415403/1415463/1416416/1
420463/1423758/1423908/142392
4/1423958/1424237/1425550/164
8176/1648607/1723268/1740505/
1740739/1742000/1389396/17857
54/1787251/1792123/1036624-1
036625/1043742-1043743/16472
52-1647253/1168191-1168200/1
362801-1362820/1641101-16411
50/1361622-1361700/1640071-1

640150/1040001-1040101/14145
01-1414700/1040201-1040500/1
046001-1046500//300005071800
044091/44127/46495/48117/4915
2/42201-42220/49603-49700/30
0005071800500000/500201/50024
6/500370/500458/500607/500623
/500696/521405/524521/528008/
529630/530421/537738/538225/5
38513/542176/542542/535976/56
3562/939828/939837/940786/942
779/944194/955353/957439/9576
00/957682/949360/950950/50051
1-500512/500414-500417/52089
5-520900/536295-536300/49986
5-499875/954640-954650/50039
7-500409/500436-500450/50041
9-500434/500334-500350/52100
1-521020/530424-530450/52155
1-521600/531651-531700/93984
0-939900/500627-500688/52851
8-528600/527807-527900/93946
3-939600/939608-939800/52197
1-522200/300005071801003893/
1004003/1020062/1019492-1019
500//300005071900066093/69573
/69613/77052/3000050719001110
40/114197/114250/118207/11855
0/119117/119306/152957/165970
/166432/168359/180500/422876/
423564/433020/433062/433186/1
84872-184880/492501-493500
以上所有遗失单证特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注销自贡
国匠彩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
公司债权债务人见报后 45 日内
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
任自负。联系人：邓智伟，联系电
话：13890036420
自贡国匠彩灯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2020 年 7 月 6 日
●成都天府国际旅行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据

（收据编号 NO.0288608 金额 5
万元、收据编号 NO.0288609 金
额 2 万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婧玥服装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MA6CF4YU3B）
遗失作废
●成都醉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5MA6634PBXA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鼎智投资管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 5101080001116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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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千禧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DE87
Y0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新津悦享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10132M
JQ6409445）拟向上级主管单位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办理
相关债权债务事宜。
●成都全祥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4G61W39）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成华区星刘成久商贸中心（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
MA6B5JXT4B）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迪孚达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
本 、 副本 （编号 : 川 人 社 派
201702070019 号），有效期限：叁
年（2017.12.22-2020.12.21）遗失
作废。
●李庆珊的农田水利中级工程
师资格证书，专业名称：农田
水利，批准文号：川水函【2017】
92 号，编号：No31550667，遗失
作废。
●四川味知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558980220T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天府新区煎茶晟远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 510110000
018075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七张面孔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
06MA6CT43B7L，经公司股东会
决 议 决 定 解 散 、注 销 公 司 并
成 立 清 算 组 ，请 公 司 的 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成都市金牛区西华街道金罗
社区二组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泸州市忠良园林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502MA68RHTB3H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
由 1000 万元减少至 200 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鑫宏旭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1W
9411X、樊 晓 慧 法 人 章 编 号 ：
5101109903779、公 章 编 号 ：
5101109903777、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09903778、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109903780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史塔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
A61UNRM7J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思振雅美票务代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
MA640CLC6D 经股东决定注销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锦江区快先蜂生活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460
0517849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汇智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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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成都恒泰嘉利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
DGGT050） 经股东会决定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请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泥淋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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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西部鞋奴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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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渝鑫建设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3 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757
67373F）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醉忆坊酒展会展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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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魔瘦诗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8394611305E）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佳睿奇科技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594663249N） 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新明悦食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CNPUY12） 正 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东桥茜亚歌舞厅（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7528
341043）经股东会议 决定 注 销
本歌舞厅，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歌舞
厅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恒兴中酒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1TRT3XP）经 股 东 会 议 决 定
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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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尚庭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054923150X） 正
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紫金诚征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BH6
TD8U）经股东会议决定，注册
资本由壹亿元减少到贰仟万元，
请 相关债权债务 人 于公 告 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成都达业智优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6B
0QRN9P）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岷江海赋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电建洺悦府开给柏兴丽的
定金收据编号：MYFGY000094
0、三 组 团 59—2008，金 额 ：50
000.00 元 ，编 号 ：MYFGY00009
41、三 组 团 59—2013，金 额 ：
50000.00 元 ，编 号 ：MYFGY000
0942、三组团 59—1603，金额：
50000.00 元遗失作废
●成都吉达瑞昌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558981805H）正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双流区东升星晨酒店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22L466199871，经营者：易
泽东，遗失作废

●中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陈娇，执业证编号：02000351010
580002017024525 遗失
●金牛区敏思情缘日用品经营
部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6
602140959）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咔哞科技有限公司杨云
法人章（编号：5101095299516）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飞鼠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统 一社会 信 用代 码：91
510100MA62QA5D7D） 正 副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新生命干细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遗失《脐带血干细胞
储存协议书》2 份，协议书编号
为 ：Z202009320、Z202009321，
收据 2 张，金额 8950 元，总金额
17900 元 ，收 据 号 ：0124612、0
124613，此 2 份协议和 2 份收据
一切权力及义务均与本公司无
关，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四川万贤聚顺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CFJRM4U）经公司股东会决定，
注 册 资 本 由 1000 万 元 人 民
币减少到 270 万元人民币，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天健首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6MA62L1RRX6）经公 司 股 东
决定，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人
民币减少到 100 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成都莉达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5101002005337）正
副本原件遗失作废
●青羊区毅强汽修厂营业执照
注 册 号：510105600171529 正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税 号 ：510105
L3752875X 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今日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G1Q9Q）副 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珏琳堂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
6DFAAK6Q）经公司股东决定注
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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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恒定建筑机械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0006783876914）副
本（2 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木木橙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CL
MYQ2N）经 公 司 股 东 决 定 注
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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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玉光电子科技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燕之运金融外包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14MA61RAG13H），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
成都菁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
67T8MUX1），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600 万元减
少到 3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郫都区川杰食品经营部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10
1240069576）遗失作废
●郫都区小江水产品经营部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
10124006202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众心众联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6MA62PX540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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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超一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53215862
5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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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醛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
MA6C8D3A9J）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作废
●成都浩源莱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6MA671T4JX6） 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绵阳惠东建设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何良夏身份证号码：5105
02199210208047，造价员证书编
号：川 130B03009，遗失作废
●成都瑞泰详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5MA69R43W
52）遗失作废
●金牛区欣富德健康咨询服务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1010660272578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句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1X
MKH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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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尼仲金融保险职业培训学校（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10108MJ
Q0705907）经主管单位决定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服务中心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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