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安徽港航集团芜湖港裕溪口港区积极对接煤矿生

产企业，优先安排组织应急储备煤炭的现场接卸、转运，保障各类

企业煤炭供应畅通。图为 10月 2日，在裕溪口港区，工人坚守岗位

有序调运煤炭。

芜湖港裕溪口港区是我国内河上第一座机械化煤码头，为长

江干线规模大、能力强、功能全的煤炭能源码头和首批国家级煤炭

应急储备点，是集煤炭中转、储备、精配、交易、检测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煤炭港区。 王珂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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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二冶路桥公司
实现沧州
6条主路通车目标

9月 30日晚，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铺
设完毕，由中国二十二冶路桥公司承建的沧州

市政项目顺利完成和平路、花语城南侧规划路、

铁西大街、建设大街北延、实验中学北规划路以

及东丽花园北侧规划路的全部路面施工任务，

实现了业主要求的 9月底 6条主路通车目标。
该项目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是当地城市更

新工作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城

市结构调整优化和品质提升，转变城市开发建

设方式，对于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尽管沧州市不良天气状况频发，管线交叉

施工、创城期间材料运输受限等因素影响施工

进度推进，但我们克服困难，团结一心，以‘闯’

的精神，‘干’的作风，细化整体工期，按照业主

要求的时间节点履约，保质保量完成了施工任

务！”项目经理李晓杰表示。

为确保主路通车目标的实现，项目部发起

最后冲刺，项目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参建人员夜

以继日地抢抓工期，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凝心

聚力奋战在施工现场：物资供应方面，材料人员

24小时保证沥青混凝土供应不间断，所有设备
和车辆不停工作，两班人员轮流上岗，加班加点

保通车。质量方面，项目部安排专人 24小时不
间断对搅拌站、施工现场监督旁站，保证施工质

量。安全方面，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夜间施工设

爆闪灯，作业人员佩戴好安全防护用品，穿反光

马甲，佩戴头灯，确保施工现场安全有序进行。

自 9月 27日沥青摊铺开始施工，至 9月
30日沥青摊铺施工结束，项目历时 4天时间，
圆满完成了 6条路摊铺任务。项目全员秉承着
“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企业精神，争

分夺秒抢进度，全力以赴保履约，擦亮了路桥公

司的“金字招牌”。 (杨帆)

■ 李芃达

在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工厂里，生

产喷墨打印机喷头的 MEMS（微机电系统）
工艺无尘车间作业有序进行，晶圆预处

理、感光膜压合、显影、键合、电测等多道

精密工序在高度洁净环境中完成。接下

来，工作人员还要进行强度、异常电压、兼

容、耐久等多项高标准耐用性测试，确保

出厂产品品质稳定。得力多款彩色打印机

就是从这里制成下线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公司向智

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方向转型。”得力集

团首席执行官陈雪强介绍，公司在工厂部

署工业机器人、AI质检等智能设备，利用
5G网络完成人、机、物互联互通，在降低用
工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保证品质。“在

员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产值连续 3

年实现翻番。这个数据从侧面反映出智能

工厂的建设成果。”

在 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得力始终
坚持创新。谈起得力近日自主研发的喷墨

打印喷头，陈雪强如数家珍：作为打印机

核心部件，喷墨打印喷头拥有上千个微米

级喷嘴，采用 MEMS工艺，融合光刻、刻
蚀、薄膜等数十道工序，技术难度很高。

“我们坚持自主研发，投入大量资金，历经

5年科研攻关，终于实现彩打喷头自研自
制，并将喷头与墨盒设计成两个组件，日

常使用仅需更换墨盒，无需更换喷头，大

大降低了墨盒型打印机后期使用成本。”

啃下这块硬骨头的秘诀是什么？陈雪

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不放弃。拿到一个

项目就要把它做成功，这是得力 40多年
来坚持的经营理念，也是企业的文化内核

和传统。在企业刚开始做圆珠笔时，也面

临不少困难，比如笔芯漏墨问题如何解

决？笔头技术怎样攻克？研发团队始终坚

持不懈，扎扎实实做研发、反反复复改方

案，直到产品性能达到最优。

打印机行业门槛高，国外多家知名企

业已在该领域深耕多年。成立于 1981年

的得力，靠做模具起家，为什么要选择在

打印机行业“再创业”？陈雪强说：“通过调

研发现，在办公用品行业，打印机这一细

分领域市场前景广阔。经过多年发展，公

司在点钞机、碎纸机、装订机等领域的技

术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都有一定积累，我

们相信有能力把打印机做好。”

2015年，得力开始组建研发团队，聚集
了一批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科研人员，为突

破技术瓶颈提供支撑。经过多年努力，研发出

打印喷头、分体式墨盒、特调墨水、适配国产

终端的操作系统等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成长为一家拥有激光、喷墨、热敏、针

打等全系列打印产品的企业。目前，得力旗下

有 9个子品牌，产品线覆盖 24个门类，已从
单一的办公文具产业逐步延展至智能办公、

数码打印、精品工具、云科技等智慧大办公生

态领域，成为一家全球化、多产业集团。

茅台醇正加速奔跑，“茅台家族”产

品序列化崛起的大幕已经拉开。自 7月
12日焕新上市以来，过去的近 3个月，
茅台醇年代系列的身影可谓随处可见、

创意营销更是接连不断。最近，以“茅台

家族”为全新品牌背书、以“缘”定义全新

品牌文化的茅台醇又发起了新一轮的

“缘”营销攻势。

“缘”营销的背后，显然是茅台醇品

牌与文化的持续彰显，更是茅台醇品牌

践行“五线发展”与“五合营销”的关键

之举，是茅台醇为“美时代”助力的重要

表现。

“流光瓶”邂逅全国地标
茅台醇因“缘”出圈
国庆佳节期间，茅台醇创新营销方

式，以自身的品牌之美和产品之美致敬

祖国的山河之美。

据了解，截至国庆节前夕，河南、山

东、贵州、云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

地的消费者们带着茅台醇年代系列累

计与数十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同框”，一

同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从山川湖泊到城市高楼，从古建筑

到园林，从黄河到海岸……茅台醇年代

系列与各大城市地标建筑、地标风景的

“合影”，不仅是茅台醇年代系列产品之

美的展现，更是“流光瓶”与各大地标的

一次美与美的邂逅。

事实上，作为“茅台家族”产品中具有

悠久品牌历史的茅台醇年代系列，本次

焕新升级，升级的不仅是品质，更是外

在的包装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全新的包装形象上，茅台醇年代

系列采用“流光瓶”的设计，让经典更加

经典。在“流光瓶”上，透明玉带设计的

赤水河蜿蜒而过，打破了酱酒全避光的

设计，且将 15.3平方公里酱酒核心产区
的形状刻在盒身之上，并首创 3层裱纸
引领酒类包装的新潮流，在线条的打造

上更加顺畅，也使得内涵更加丰富。

据了解，在茅台醇年代系列全新形

象的背后，正是茅台醇年代系列文化和

内涵的极致体现，以“流光瓶”象征着“时

光如流水，珍惜有缘人”，更是茅台醇

“缘”文化的集中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白酒的产品阵

容中，对于某一单品注入文化要素是颇

为鲜见的，茅台醇年代系列就是这样的

存在、“缘文化”便是茅台赋予这款产品

的全新文化定位。“缘”是一种无形的链

接，酒的社交属性凸显的是有形的链接，

茅台醇年代系列则将实际存在的事物

与精神认知融合，以其身为媒，成为不

同人群之间“结缘”的纽带，成为他们建

立情感共同体的“链接”。

本次活动，茅台醇年代系列凸显的

则是通过“茅台家族”的品牌魅力链接

自己，以正宗的酱酒酿造工艺链接天

地，进而与全国各大城市和地标结缘、

与祖国大好河山结缘、与各大市场的广

大消费者结缘，链接众人。所以，究其根

本，“流光瓶”与各大地标的邂逅是茅台

醇年代系列与消费者的结缘与邂逅。

“缘”营销赋能
茅台醇加速奔跑
为何将“缘”定义为茅台醇年代系列

的产品文化？

透过茅台醇年代系列的全新包装和

内涵理念不难发现，赤水是来源，年代是

来由，双人是来往，这些珍贵的缘分，就

如同一瓶有此意境的好酒。

茅台醇年代系列所要传达的正一种

珍惜缘、重视缘、把握缘、创造缘，主动

争取、积极向往美好生活的态度。基于

此，焕新上市以来的茅台醇年代系列也

开启了丰富的品牌营销活动，不断深化

“缘”文化的输出，用“缘”来赋能茅台醇

年代系列。

8月 4日，恰逢七夕情人节，茅台醇
便发起了以“茅台家族·缘来有你”为主

题的七夕活动，以更为贴切的节日来凸

显茅台醇年代系列的“缘”文化。而在线

下方面，过去两个多月来，茅台醇年代

系列跟随“茅台家族”的脚步，先后去到

了河南郑州、福建福州、山东济南等多

个市场。

在“茅台家族”的几场线下活动中，在

现场嘉宾和消费者多次对茅台醇年代

系列“流光瓶”设计以及品质口感的高

度认可与赞誉。这也表明，以“缘”为出

发点的茅台醇年代系列，正在焕发全新

的品牌与产品光芒，而这束光，是可以

照进消费者的内心与消费者产生碰撞

与共鸣的，因为这束光，是“缘”。

实际上，早在茅台醇年代系列焕新上

市之时，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

雄军便对茅台醇年代系列的“流光瓶”

与“缘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他表示，茅台醇年代系列以新的“茅

台家族”身份、新的“酱香”品格、新的“流

光瓶”形象，新的“缘文化”内涵重新出

发，立足茅台家族战略产品的定位，以

“缘文化”为内核，努力成为推动保健酒

业公司新跨越的核心支撑，努力成为塑

造茅台白酒产业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书

之下，茅台醇年代系列精准规划并找到

了自己的消费群体，并依据不同的消费

群体定位，对产品结构进行了规划。

据了解，茅台醇年代系列分为茅台

醇 1992、茅台醇 1998和茅台醇 2008三
款产品，布局 200-500元价格带，以大众
酱香和次高端酱香价格带为主满足最

广大的消费需求。在这三款产品之中：

茅台醇 1992定位为商务接待、企业
团体的次高端商务用酒，主打重要商务

宴请、企业重要聚会、馈赠用礼等消费场

景；

茅台醇 1998定位为商务和企业聚
会用酒，主打商务接待、企业年会、同窗

老友聚会等消费场景；

茅台醇 2008定位为大众欢聚用酒，
致力于以亲民的价格、喜庆的形象、优良

的品质走上日常的餐桌，主打亲人相聚、

朋友欢聚等消费场景。

无论是清晰的产品规划，还是明确的

场景与消费群体定位，“缘文化”给茅台

醇年代系列带来的赋能作用都尤其显

著。

而更为重要的是，“缘”作为一种文

化，也在彰显着茅台醇的“文化营销”，这

无疑也是茅台保健公司和茅台醇品牌

贯彻“五线发展道路”以及践行“五合营

销法”的重要表现，茅台醇年代系列正在

以其独特的品牌之美、产品之美、品质之

美、文化之美，助力“美生活”的打造与实

现，赋能“美时代”的加速到来。

（张建忠 本报记者 樊瑛 组稿）

山东能源田陈煤矿
“煤泥深加工项目”
将煤泥“吃干榨净”
日前，从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选煤

厂传来喜讯，于今年 5月份开工建设的“煤泥深
加工项目”成功完成带料试运转，至此标志着枣

矿集团首家通过工艺系统改造实现煤泥“吃干

榨净”的工程项目顺利完工。

据了解，该矿选煤厂粗精煤回收系统以往

采用的“分级浓缩旋流器+电磁复振筛+卧式沉
降过滤离心脱水机”工艺中，在粗煤泥回收环

节，存在复振筛脱泥不彻底、底流灰分高等问

题，对精煤灰分造成一定的影响。

按照山东能源集团《关于煤炭提质创效工

作考核的通知》和“去煤泥化”要求，该矿着力强

化科技攻关，大力实施选煤全流程技术再造，重

点从“精煤回收率提升、煤泥资源化利用”方面

破题攻关，对选煤工艺系统运行效果进行全面、

科学分析评价，查找原有工艺系统中存在的问

题，对粗、精煤泥分选回收系统进行煤泥深加工

技术改造，力争将煤泥灰分提高到 75豫以上直
接废弃，从而达到“去煤泥化”，实现提质创效

的目标。

“我们采用‘浮选机+浮选柱’两次浮选工
艺，进一步优化重介选煤工艺系统，提高煤泥水

系统处理能力及对矿井煤质的适应能力，进一

步提高粗精煤泥的脱泥效果及细粒级的分选效

果，预计可提升精煤回收率 0.5%，创效近千万
元，从而达到‘吃干榨净’的目的。”该矿选煤厂

工程师白建杰说。

在该矿选煤厂重介浮选生产厂房，几名技

术人员正根据数据反馈情况调试新设备，“为实

现对尾煤泥的‘资源化’利用，我们在尾煤泥的

‘吃干榨净’上做文章。历时五个月时间，按期完

成煤泥深加工改造任务，目前项目正在运行调

试中。”工程项目负责人王庆华说。

下一步，该矿将持续把选煤技改作为智能

化洗选和创新创效的助推器，确保实现煤炭资

源“颗粒归仓”，将项目打造成低碳、绿色、循环

工程，不断提升矿井的综合经济效益。

渊苑斌斌 梁晓彤冤

“同志们，今天是 10月 8日，‘国庆
节’已过，大家应该收收心，把主要精力

投入到安全生产中去，确保 10月份过节
不减产。”这是 10月 8日早上，河南能源
集团鹤煤公司三矿矿长王维德在调度

会上的讲话，也标志着“国庆节”过后收

心会在该矿全面拉开。

“国庆节”过后，该矿坚持把收人收

心抓安全作为节后工作重点，认真做好

节后职工收心工作，努力淡化节日氛围，

收心聚力保安全，全力做好四季度的安

全生产，确保全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完

成。为此，该矿层层召开了收心会，迅速

将干群思想统一到决战四季度任务上，

不断强化节后返矿干部职工安全教育，

要求各级管理人员要进一步转变作风，

深入现场，求真务实，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下井带班和下现场制度，严格落实 24

小时跟值班和交接班制度，严肃劳动纪

律，坚决杜绝各类违章违纪行为。另外，

该矿还加大了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对下

井人员进行认真排查，加强对疲劳人

员、不安全人员、精力分散人员的查处

和管理，并定期对不放心人员走访谈

心，将不安全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坚

决杜绝“三违”现象和安全质量事故的

发生，全力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同时，他

们还组织开展了井下拉网式安全巡视

和地毯式隐患排查，严禁安全环境确认

准入制、领导干部跟班、身体不适等职工

上岗作业。严查各区队职工出勤率，合

理安排劳动组织，为节后快速恢复生产

创造条件，呈现出节后人员出勤率高，上

班秩序良好，较快进入工作状态的良好

局面，集中精力投入矿井安全生产，全力

确保四季度的安全生产。 (许宏勋)

全面检验消防培训效果，增强党的二十

大期间全员消防安全实战能力，日前，皖北煤

电集团麻地梁矿组织开展了消防实战演习。

来自生产一二线、职能科室、机关后勤、外委

单位共 40余名消防管理员参加了此次演练。
此次演练由该矿群团部牵头，纪委、救护中

队等单位协办，侧重检验职工消防器材使用、逃

生自救、扑救初次火灾等消防实战技能。整场演

练模拟发生火灾后的场景及救援准备，配备了

消防车、消防水带、自救器、烟雾弹等设备器材，

并设置了警戒线。参演人员服从命令、听从指

挥，保证了演练的分步实施、秩序井然。

演练开始前，该矿纪委副书记闫心营再

次对自救器的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对使用注意事项进行了反复强调。

自救器使用采取逐人过关的方式进行，参

演人员提、拔、瞄、按一气呵成、动作规范，充分

反映出公司职工过硬的消防业务素质和技能。

救护队员在使用消防水带扑灭初次火灾

的演练中，动作娴熟、迅疾如风，通过演练汇

报了日常训练成果。

逃生自救环节，参演人员严格按照操作

要领，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撤离，消防救护

队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解救被困人员，并在

救援结束后进行了人数清点。

为温故而知新，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演练开始前，该矿专门组织消防管理

员聆听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确保理论指导

实践，实践检验成果，知行合一地保证消防技

能入脑入心，促使其快速成长为维护矿区消

防安全的中坚力量。

此次消防安全演练系该矿“防风险、保安

全、迎二十大”系列安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集中检验全员消防安全能力的同时，为党

的二十大召开期间的消防安全提供了坚强保

障。 渊胡云峰冤

自研自制解决行业痛点 得力集团细分领域创业

茅台醇出圈 国庆假期以“缘”链接祖国大江南北

鹤煤三矿节后收“人”更收“心”

中国二十冶海外公司长期承接各种国际

工程项目，在与业主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及

具体实施前，中国二十冶海外公司针对每个

工程项目的特点都会做一份该项目的采购和

物流策划，用于指导该项目的物资采购和物

流发运工作。近期，中国二十冶海外公司召开

了采购和物流策划内部交流会，会上采购、物

流、出口报关、外汇管理人员对策划中的物资

价格水平、项目所在国的海运周期、出口报关

的难点、收汇政策的解读等方面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达到了各个环节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的目的和效果，为项目后续的具体实施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渊陈利民冤

皖北煤电麻地梁矿：消防演练重实战

中国二十冶海外公司召开采购和物流策划交流会

安徽芜湖：
裕溪口煤码头煤炭调运忙

“每月一次党支部书记讲坛，让党支部书

记从‘听众’变成了‘老师’，从被动接受知识

变成了主动讲授知识，扎实提高了我们党支

部书记业务素质，真是好！”近日，皖北煤电集

团朱集西矿掘进二区党支部书记周斌针对矿

党委召开的每月一次党支部书记讲坛谈了体

会。

为提高党支部书记队伍的业务素质，该

矿党委积极探索好举措好方法，通过月度政

工例会平台搭建党支部书记月度工作“小讲

坛”，进一步强化党建业务基础基本功训练，

激发业务学习动力，全力打造“站起来能讲、

坐下来能写、走下去能干、拉出来能战”的“四

能型”党支部书记队伍。

党建“微课堂”，增强“小讲坛”的针对性。

矿党委制定党支部书记月度“讲坛”计划，每

月 2-3名党支部书记登台亮相，讲工作、谈认
识、抓措施、谈体会。全矿党支部书记轮流讲

课，让党支部书记从“听众”变成了“老师”。

同时，注重内容审核把关，增强“小讲坛”

的实效性。矿党委对党支部书记的讲课内容

实行了预审制度，特别是根据形势发展，不断

调整丰富授课内容，做到了规定动作和自选

动作的有机结合，涵盖政策理论、党建业务等

多方面的知识，增强学习的时代性。这种通俗

易懂的讲坛，既改变了过去党支部书记只知

道闷头做事，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疏于总结反

思，又培养了党支部书记“能干会干”的能力。

注重拓展外延，增强“小讲坛”的辐射力。

在党支部书记开展“小讲坛”的同时，更注重

讲坛的外延推送，通过党员活动日、政治学习

日设置讲坛的方式，让党员、员工分别登台亮

相，达到锤炼党员党性、提高员工文明素质的

目的。生产党支部利用每周五开办技术“讲

坛”提升业务素质，推选专业技术优秀党员干

部登台讲安全知识，让党建活力融入安全生

产。 渊阮峰冤

■ 陈静

缓解当前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矛

盾，促进精准化服务供给，满足患者个性

化需求成为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记者 8
日获悉，数字化时代，上海在中国率先探

索建立整合式、精准化慢性病健康管理

服务模式，打通“市-区-社区”三级服务
流程，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整合型全程

健康管理。

如今，上海以“单病种防治为主”的

慢性病管理逐渐走向“多病种共防”的一

体化融合模式。不断完善的“医防融合”

的慢性病综合防治服务管理体系，陆续

出台的健康管理标准化适宜技术，让慢

性病相关测量和检测全流程数据采集日

渐规范化和自动化，采集数据的精准度

大大提升。据悉，当下，相关监测指标异

常检出率提高 10%-2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减少医患接

触时间、提高服务效率成为社区民众迫

切需求。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探索

建设“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脑卒中、肿

瘤等主要慢性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辟出独立区域，应用综合防治适宜技术，

开展慢性病综合危险因素精准化采集和

监测、疾病筛查等服务。

同时，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

造了新型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使社

区服务减量增效。该模式以“诊前精准化

评估+规范化监测，诊中数据共享服务整
合+决策辅助，诊后标准化健教+智能化
随访”为特点。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告诉

记者，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市、区两级慢

性病一体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从“以病

种为核心的单病管理系统”转变为“以人

为核心的综合管理系统”。记者了解到，综

合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分类健康、高危和患

病人群，可依托医生服务站，提供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的筛查、干预、管理、

治疗等管理全程的一站式服务提醒。患者

可以在诊间获得临床和预防服务。

该中心解释，通过大数据抓取与匹

配，针对定位为“慢性病高风险”的居民，

综合管理系统将提醒医生给予筛查服

务，并自动追踪临床诊断信息，提示医生

将其纳入患者管理，形成慢性病筛查服

务闭环管理。对于慢性病管理对象，系统

能自动追踪多种慢性病及并发症就诊和

检测信息，提醒医生及时调整为共病管

理要求。在支持民众自我管理方面，相关

系统能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整合型慢

性病全程健康管理的线下“实体店”，三

家市级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

心———黄浦区打浦桥社区、宝山区罗店

社区、奉贤区奉浦社区已完成建设，近 90
家社区开展标准化技术应用，共完成 180
万人次慢性病健康管理标准化服务，监

测指标异常检出率提高 10%-20%，民众
满意度超过 90%。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让上海

的慢性病管理服务流程、服务效率更优

化。依托新慢病管理系统和“健康云”平

台，上海打造老人慢性病管理“云服务”，

为民众及慢性病患者提供基于个人“健

康动态码”的智慧化慢性病管理。

为减少患者待诊时间及接触风险，

上海不断探索新技术与慢性病防治领域

融合的新模式，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在慢

性病患者随访信息采集与管理场景中得

到应用。智能语音随访兼顾通俗性和科

学性，建立符合老年患者习惯的流程，形

成无接触、精准化社区慢性病随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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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卫强 马小川

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和日新月

异的市场需求，如今，电力工程施工发展

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对企业的管

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有着 70 年发展历程的电力工
程企业，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电建核电公司”)聚焦时
代发展前沿趋势，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发

挥绩效管理在改革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用奋发有为的工作实绩书写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电建答卷”。

抓住“牛鼻子”

战略绩效、管理评价、党建考核、正

负激励……通过关键绩效指标，以往仅

仅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的完成的组织任

务数量、质量以及盈利情况，在中电建核

电公司的管理平台上变成了一个个鲜活

的数据，使得效率、活力、投入度一目了

然。

关键绩效指标简称 KPI，是通过对
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

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

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

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

目标的工具，是目标管理的基础。

将精细化管理贯穿工作始终，如同

一根针穿引着千条线，只有理顺了千头

万绪，才能精准发力。自组织绩效指标讨

论会召开以来，中电建核电公司坚持责

任结果导向和目标量化分解原则，紧紧

围绕实现业务增长与突破、支撑战略目

标达成、促进组织能力提升三个目的，对

当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

调研与深度梳理，并先后召开了公司关

键绩效指标汇报暨下达会议、组织绩效

管理宣贯会议，以求解决数据更精准、流

程更清晰、体制更健全、标准更统一。经

过科学研判，结合各单位的价值定位，最

终制定了差异化考核指标，全面提升企

业管理决策水平。

绘就“行进图”

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在

中电建核电公司，能不能创造效益已经

不再是评判工作的单一标准，如何通过

绩效管理，给职工带来实实在在的公平

正义，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电力

建设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不仅为更多员工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

会，同时激发出公司创新驱动发展的潜

能。

绩效管理是系统工程，目标导向的

设定尤为关键。战略发展部根据公司发

展规划和年度战略目标，确定年度重点

任务。通过任务管理系统下达至各责任

单位，各责任单位将重点任务分解成若

干个里程碑，公司对重点任务里程碑进

行过程考核，确保战略目标的高效推进

与落实。

通过构建组织管控、经营管理、体制

机制创新、管理创新、人力资源、数字化

建设、科技研发、企业文化“八项职能战

略”，经过多轮的研究讨论和反复修改，

最终确定了中电建核电公司“十四五”的

11268发展思路，即：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坚持做优实力、做大规模“两大方

向”，贯彻国际优先、核电领先、市政争

先、风光抢先、火电巩固、优势多元的“六

大方针”。

基于企业“十四五”战略规划，中电

建核电公司将战略规划目标和任务层层

分解，明确各单位的战略目标、衡量目

标、目标值、年度重点任务，并制定了年

度重点任务，确保公司整体目标与各组

织单位任务深度捆绑。

画好“同心圆”

一个“变”字，不仅是近年来中电建

核电公司“补短板、强弱项”的缩影，更是

对“干好工程、赢得信任、树立形象、开拓

市场、培养人才、转型升级”发展理念的

不懈追求。长期以来，中电建核电公司党

委发挥“管好方向、把握大局”的引领作

用，带领规划编制团队认真学习党的新

发展理念和创新理论，深入分析行业发

展趋势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坚决贯

彻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保持历史耐

心和战略定力。

如何将关键绩效做实落地，成为了

摆在中电建核电人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为此，公司成立了 6个部门组成的绩效
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

实际，结合各单位的职能和发展定位，确

定 2到 10项重点工作内容作为年度考

核和月度考核的关键绩效指标，同时针

对不同类别的组织单位，设置差异化考

核内容。在厘清单位职责权限的同时，进

一步强化各单位间的协同配合，强调整

体最优。强化组织绩效的过程管理，全方

位监控战略执行情况、关键指标达成情

况、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及时分析并采取

管控措施，以价值贡献为导向，奖罚分

明，公平公正，将绩效目标与公司相关管

理体系全面数据链接，完善支撑绩效目

标的管理体系和数字平台，为公司战略

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
谓，则无不成也。”随着绩效管理的逐步

推进，越来越多先进的管理措施如同星

星之火，在中电建核电公司形成燎原之

势。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干部

职工将进一步深化推进“政治引领、示范

引导，建优体系、建强基层”工作，坚定开

展好绩效管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助力

企业在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综合

型国际工程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中电建核电公司强化绩效管理 锻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器”

公司建设的华电宁夏海原孝家庄木头沟风电项目

中国二十二冶机电公司坚持“聚焦务实

出效、创新拓展共享”党建工作思路不动摇，

将理论学习与业务知识紧密结合，大力开展

创建“服务引领型机关”、打造“服务引领有温

度部门”。

机电公司人力资源部严格执行《机关部

门绩效考核实施细则》，持续提升人力资源管

理的引领作用和规范化水平。部门全体员工

以服务项目为宗旨，树立马上办、立即办的鲜

明导向，对于项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耐心解

答，通过深入一线与电话联系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工作指导，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

积极做好新入职大学生服务保障工作，开通

绿色快捷通道，为新员工办理入职手续，提供

良好的食宿环境，并按照大学生的入职意向

以及所学专业，进行人员岗位分配，充分发挥

机电公司“亲密一家”企业文化精神。

渊徐家阳冤

争创“四型部门”
擦亮服务引领新名片

上海慢病健康管理新探索：“医防融合”精准化、数字化、标准化

朱集西矿：
搭建党支部书记“小讲坛”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发 0200425120008000201500
3777号高标锦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正兴巴蜀
味道餐饮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5101850080705
（1-1）遗失作废
●简阳市简城镇凤梅食品经营
店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5101800003
254遗失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万安柯达
建材经营部持有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
0100MA69TD5G25遗失作废。

公 告
王恩忠，你自 2022年 8月 29 日
以来未到公司上班，已连续旷工
5天以上，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
定，请你于登报之日起两日内回
公司上班，否则公司将按旷工解
除你的劳动关系。
四川建设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 10月 10日

情况说明
优极汇网络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员工方奇（身份证号：500239199
607110018）、庞鑫（身份证号：
50023919961226023X）于 2019年
4月离职，特此说明解除一切劳
动关系。
●成都八益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开具的诚信保证金（收据名称：
G1002B李发彬，票号 0001791，
金额：16000元）收据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成都佳联达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4日向华润置地（西
安）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华润置
地西安二十四城二期万象城一
期投标保证金贰万元整，不慎遗
失该保证金收据，特此声明。
●成都佳联达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16日向西安华润置
地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西安二十
四城二期外墙石材供应投标保
证金贰万元整，不慎遗失该保证
金收据，特此声明。
●周丽于 2022年 10月 04 日不
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0602197
910264062，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四川馨成晶品玻璃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6MA6
CXXF12T）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30万元减
少到 2万元，请相关债权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往公
司办理相关债权事务，特此公告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魏安
明，收据票号 9024756 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陈子
永，收据票号 8024119 遗失，声
明作废
●刘德全于 2022 年 10月 07 日
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513901198304096414，自登报之
日起所有冒用我身份证的各类
经济法律纠纷责任均与本人无
关，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金堂县三星幸福社区服务中
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10121MJQ0166070，经理事
会决议予以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单位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川 A6P4W4 川 A2Z0A4 川
A56G4A 川 A141UW 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遗失。
●成都驷马行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有 川 A642WP 运 输 证 号
0172523运输证遗失
●杨梓乐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
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0304
20040710234x，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罗玉容遗失身份证，证号：
510321197505163148，于 2022
年 10 月 4 日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
●成都简屹家居有限公司遗失
招商银行成都五福桥东街支行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1份，核准号
J6510171127001，声明作废。
●李巧珍于 2022 年 10 月 3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510524199408164981，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刘威遗失士兵证，证件号
码：士字第 20190011487 号，特
此声明。
●黄韵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不
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110219
9605150723，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张少聪身份证遗失，证号：
142701199212270036，自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
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韩欣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不
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1902200
211180128，本人已申领新证，此
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孙安澜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
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6402031
99810180016，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王浩文于 2022 年 10 月 6 日
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5109022
00311268353，本人已申领新证，
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周巧燕遗失绿地世
纪城 -1 层 158 号车位款收据，
票据号：0181840，金额：70000
元，开具时间：2019 年 9 月 16
日，声明作废。
●四川省眉山市金庄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不慎丢失 2030727
447、2030727448原产地证书，证
书编号 :E226211324360071，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刘兰、刘志刚购买
成都市金牛区友联一街 18号负
2楼 504号车位，遗失成都恒泰
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车
位款项收据，金额 25000 元，声
明作废。
●富顺县壹打蚝餐饮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
103220056881遗失作废

●执业单位：四川一心堂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宜宾翰林学府店，
姓名：徐静，执业药师注册证，注
册证编号 512221150647 资格证
书号 ZZ00416707遗失作废
●曾庆梓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320583199607300215，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兹有李俊成（身份证 51130419
8606242418)遗失工程师原件
一本（专业名称：建筑工程；
编 号 ：工 一 77722），本 人 申
明此证书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瑞达汽修
部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510112
19830923601X遗失作废
●四川轩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 5115020042391遗失作废
●自贡市雄盛建筑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 5103980085207
邓昌雄法人章编号 510398008
5210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3980
085208 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39
80085209遗失作废
●四川益佳兴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MA6CT0090D）遗
失作废。
●宜宾唐太波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1502MA7E3X9KX8 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二 0 四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法人）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52510112G7198960
9A 经理事会决议予以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公告。
●宜宾唐太波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 5115020121012、财
务专用章编号 5115020121013、
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511502012
1014、唐太波法人章编号 511
5020121015遗失作废
●四川晟峰顺泰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19020051494、财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19020051495、
林文法人章编号 51190200514
97遗失作废。
●富顺县祥鸿烟花爆竹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编号 5103229003467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32250430
83 发票章编号 5103225043084
周光辉法人章编号 510322504
2933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西河镇康友汽修厂
公章（编号：5101009346695）遗
失作废
●成都麦兜荣创网络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0MA6B779A4M）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华茂化工经营
部（注册号：28439966-5）营业执
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均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凯来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8
5448154P）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一道源商贸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80635291H）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 83.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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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华盛锦泰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7EPP83F）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528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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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银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法人名章 (编码：5117020060704)
法定名章（编码：5117020057989）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恒通人造革厂遗失 2017
年及 2017 年以前的所有账簿，
特此声明。
●薛钦文，身份证号码：510125
199702094720，遗失作废。
●成都瑞联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22 年 07月 04 日开具给
成都德之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YB3701的装修履约金收据（收
据 编 号 ：No0009256， 金 额 ：
3528.00元）遗失作废。
●四川安泰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2018年 7月 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一个。
●宜宾飞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号：5115040055047）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宜宾屏山成威摩托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1529
5012738）遗失作废。
●金牛区麻鸡王餐饮店（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6MABU
E1KG1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新都区新繁街道致青春美容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14MA69DEA
H81）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欧缔亚家具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DE6X8）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300万元减少至 10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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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华承通才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盖了财务章的空白收据（收
据编号 3035081-3035100）于 2022
年 4月 20日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伟智电联科技有限公司
喻凌伟法人章（编号：510109
533370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升荣同合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6MA65N8B93F）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国广飞亚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34JL246)正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顺佳康新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5MBFY63)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通顺康信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6YY3D72) 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汇厚千久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5KHW52J)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隆春浩圣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702M0XY)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久生庆玲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5N4U18L) 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吉林鹏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曾用名：吉林鹏熙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原公司名
吉林鹏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
人章一枚，公章一枚，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邓大明，机动车驾驶证（证
号：510106197603105115）驾驶证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旗晶食品有限公司，公
司遗失双流区行政审批局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 ：JY15101160300608，发 证
日期：2022 年 08 月 17 日）正、
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锦江区盼君荣归珠宝店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510104MA6CABEU8D）正副本
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广亚恒建劳务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5
93348）、发票 专用 章（编 号 ：
5101095593349）遗失作废
●成都佳晟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
15101050049894）正 本 不 慎 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恒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
93341101，账 号 ：4402234109
100047944，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驿泉
路支行）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睿智驰行企业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51
0108000459387）正副本、公章
（ 编 号 ：5101085080970）、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0809
71）、刘选坤法人章（编号：5
101085080972）遗失作废
●成华区段佐平商贸部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8MA6AT9Q48K，投资人：段
佐平）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张晶遗失常州工学院大学
学生证，证号：21090830，声明
作废。
●徐磊遗失江苏航运职业技术
学院大学学生证，证号：0528
211004，声明作废。
●张化琛遗失唐山师范学院大
学学 生 证 ，证号 ：2114000006
75，声明作废。

●孟洋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
00023451010500002021000271，
声明作废。
●邓宛杭遗失中铁建房地产集
团（贵安）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款专用收据（编号：80004389,金
额：304330），声明作废。
●王彦刚遗失兴安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学生证，证号：210101
3306，声明作废。
●夏颖雯不慎丢失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专科毕业证，证书
号 ：127431202006004398， 声
明作废。
●孙信干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32092
5198604126745，声明作废。
●孙建雄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30105196104191011，特
此声明。
●孙建雄不慎遗失驾驶证，驾
驶 证 证 号 ：4301051961041910
11，声明作废。
●海文武遗失北方民族大学大
学 学 生 证 ，证 号 ：20194251，
声明作废。
●思雅芳遗失执业医师证，证
号 201561110612726198903133
327，声明作废。
●莫洋洋遗失北方民族大学学
生 证 ，证 号 ：20194091，声 明
作废。
●会同县公安局 2017年 06月 29
日签发给石伟的身份证 431225
199807052216遗失
●郭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20324197602053278，特 此
声明作废。
●蒋裕如遗失南京林业大学学
生证，证号（学号）：195040208，声
明作废。
●杨毅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不
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6529012
00612268038，现声明作废。
●李炜杰于 2022 年 10 月 2 日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4200
019930830329X，声明作废。
●晏维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43
0621199001132351
●殷建中遗失北方民族大学学
生 证 ，证 号 ：20214065，声 明
作废。
●姜涛遗失淮阴工学院学生
证，证号：212106560632，声明
作废。
●李国栋遗失安庆师范大学
学生证，证号：310621009，声
明作废。
●成都仁悦远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4MA68EFBJ8P)
正副本 ,公章 (编号 :510104038
3113)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仁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 章（印 章 编 号 ：5101100239
41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正和中医药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2510100MJQ218460B）
经上级主管单位同意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研究院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张泽丽，居民身份证（证号
512530197601235569） 于 2022
年 9月 2日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跃财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7EKG224R）经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
会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四川奥谱特斯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5MA7EWDYQ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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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哎呀吗呀商贸有限公司
（ 注 册 号 ：510108000332963）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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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和德儒玉器艺术博物馆统
一代码 (登记证）:52510100MJ
Q218276K,经上级主管单位同
意申请注销本博物馆，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博物馆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阆中市亿家家具制造厂公章
（印 章 编 码 ：5113815045671）
遗失，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成都市温江区王天一艺术培训
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52510115690937975Q) 拟办理民
非注销登记，该校已申请转型为
营利性培训学校，学校名称不
变，原学校债权债务由新营利性
培训学校承继，特此公告
联系人：谭光秀
电话：18980954433

●成都易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一枚，编号 510109
5258685，声明作废。
●周红梅正成源筑 4-1363、4-
1364 号购车位收据（票据 1 编
号：0048551 金额：5000.00 元，
开票日期：2019 年 4月 7 日；票
据 2编号 0050345金额 63000.00
元，开票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票据 3编号 0048552 金额：
5000.00元，开票日期：2019年 4
月 7日；票据 4编号 0050346金
额：63000.00元，开票日期：2019
年 4月 15日）遗失作废。
●锦江区志明小吃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
04MA62BYNC7F，经营者：刘志
明）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七彩人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MA
62N0KH1J）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少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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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八益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为龚春全开具的 B105欧凯达诚
信保证金票据（号码 0327255金
额 38300元）遗失，声明作废
●都江堰中盛宝信置业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10052168003遗失

减资公告
成都川辉建兴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12MA62N2DK74）股东会
决定：成都川辉建兴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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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自贡市乔鑫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郑晓林法人章（编码：51030
19001977）遗失，登报作废

●成都倍西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川 A5L9B4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正副本遗失
●冯玉洁（身份证号：51010219
610124238X）信 息 于 2018 年
6 月被泄露，即日起所有借
贷、借款、信用卡、公司注册等
业务，需本人亲临现场持身份证
原件签字办理方可生效。
●大邑县韩场镇兰田 1 组宋绍
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11001010028J遗失作废
●成都诺为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成都双流分行的开
户 许可证 (核 准号 J65101203
64401、帐号:5100 1527 9080 5151
9318)遗失作废
● 胡 鑫 身 份 证 51018419971
009267X 于 2022 年 10 月 07 日
遗失，即日起非本人使用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成都瑞致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64EC85B) 正副本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王桂琴(身份证号 5101021957
02237020）持有位于成都市成华
区府青路东五街 5号 36栋 1单
元 1号房屋拆迁协议遗失作废
●北京洁丽雅保洁有限公司余
玲上岗证证号 389，身份证
513901198912040027；肖玉梅上
岗证证号 182，身份证 5190041
9741106132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鸿瑞祥物流有限公司，川
AM426 挂 运 营 证 ( 编 号 ：
510114214558)遗失
●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川 AC6M34网约车运输证遗失
●成都一品天下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停车场备案通知书附表
(编号 3014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清乐喻湾软件开发工作
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6 MA7GTG3N3T）正副
本遗失作废

联 合 声 明
本公司为二手车辆销售公司袁公司车辆交易频繁,从业人员众多,车辆交付时均提供完善过户手

续 ,并要求车辆过户 ,目前仍有车辆购买者未能如约进行过户袁这些车辆本公司非实际使用人员及拥
有者袁故此些车辆出现任何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与本公司无关遥同时望所有车主积极联系本公司过
户遥 联系电话:13708007743遥 附公司名单院成都中泰耀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程锦阳正科技有限公
司尧成都越琪惠明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宏文智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鸿玉卓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
都凯乐涵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时康环天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源宇夕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尧成都
兴美德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尧成都博朵学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尧成都郝瑾帅彬服装有限公司尧
成都燕琳菲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驰羽恒傲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珅远维悦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千梓
如旭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维学悟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尧成都龙方缘鑫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龙
棋图波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联富信旺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简森主格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晨韬嘉科技
有限公司尧成都浩颜观峰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旗博翼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宏涛伟棋服装有限公司尧
成都泊润荣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尧成都双涛丽韵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安仕邦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
赞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惟妙惟肖广告有限公司尧成都亿迪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尧成都星点点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淙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尧成都绘声绘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尧成都乐涛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尧成都兰松恩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健泊杰英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洁环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尧成都梦荣淮森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泽宇柯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皓泰昕辉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
吉奥雅纺织品有限公司尧成都峻燕雅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华奕昊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皓婕迅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柏利耀卓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市永寂科技有限公司尧成都俊彦怡泰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尧成都市空无之钥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远生棋宇服装有限公司尧成都市鑫晶源服饰有
限公司尧成都万町隆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兴满汇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尧成都牛叉叉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尧四川博康展宇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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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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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红星路二段 159号成都传媒·红星国际 2号楼 17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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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代理机构：成都锦宏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