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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安撤公司坚

持从严管理主基调不动摇，持续在质量标准化

建设、源头防护、现场管控上下功夫、出实招、求

突破，扎实推进“安全基础巩固提升年”活动，不

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

该公司坚持质量固安，通过质量标准化

建设座谈会，对标对表先进矿井在安全质量

标准化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通过深入

研讨，形成了 8 大类、39条“模块化”验收标
准，制定了“建设、验收、巩固提升”三个阶段

活动目标。笔者看到，从小设备的吊挂到防护

网、硐室、撤架处拐弯抹角处的尺寸等等事无

巨细，让基层单位在标准化创建上有了抓手。

他们从安撤工艺设计、作业规程编制、前期准

备、设备设施安撤、电缆管路吊挂等，实行“全

流程”管控，通过包保组派下沉指导、安监员

动态监督、督察办突击检查等形式，对工程进

行全过程监督，确保一步到位、一次做好。他

们还将三个阶段活动与日常提升、旬检月验、

月度评比相结合，以“三阶段三结合”，从根本

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施工质量有保障，安全才能让人放心，

我们通过对标对表，从薄弱点、短板处抓起，

加大‘模块化’创建力度，形成可复制、能推广

的有效做法，确保始终保持均衡、有序发展势

头。”该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段成海说。

坚持抓思想源头袁筑牢安全根基遥 常态化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建立了党政统一领导、部门

齐抓共管、工团各负其责的安全宣教体系，由上

自下形成了安撤公司、基层单位、班组岗点“三

层级”安全宣教网络。他们注重突出深度剖析、

班前互动、亲情感染，并与各单位当期施工实际

相结合，确保从管理、技术、操作、思想等方面全

面对标对表找短板、查不足。

加大对薄弱人员的排查力度遥 结合健康查
体结果、季节特点、民生诉求等，及时建立台账，

从身体和思想上做到精准排查，实行互保联保

责任制，做好跟踪管控，在帮扶措施上做到有的

放矢。

坚持把安全管理重心下移袁 夯实基层基
础遥 扎实推进“思想大解放、作风大改进、能力
大提升”教育实践活动，持续加强各级管理人

员作风建设。实施工作组下沉驻项目部包保

制，对安撤流程、装备调拨使用、规程措施执

行、顶板运输管理、“双达标”和“三规范”等重

点，盯守包保督导、跟踪调度协调。推行问题

清单、解决措施、落实部门、职工思想状况、薄

弱人物排查“五位一体”管理机制，以强化现

场管理和人的思想、行为治理为重点，密织安

全防护网，坚决消除管理盲区。

“安全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底线，我

们将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纵深推进质量

固安、严管强安、层级保安三个工程建设，聚

力提升风险防控、精准治理、装备升级三个重

点，为打造一流专业化队伍提供坚实的安全

保障。”该公司总经理郭士启说。 渊张延栋冤

走进位于陕西神木市的中煤三建朝源煤

矿，绿色元素随处可见。在生活区景观带等展

示着阳春三月的绿；在生产区先进的污水处

理工艺和环保装置，则“闪烁着”和谐发展的

绿。

“多年来，企业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大力

实施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等项目，持续加大对

环境保护的投入，探索出了托管煤矿的绿色

发展之路。”矿长刘伟洋说。

技术转型是实现工艺全流程绿色化、生

产全过程绿色化的关键。朝源煤矿持续加大

科技投入，建设智能煤矿推动技术转型升级。

实放风井降噪、煤仓堵闭、井下喷雾系统及污

染物提标治理等多个环保治理项目。

在生产污水监控室，大屏上显示着外排

COD（化学需氧量）、氨氮、PH值（酸碱度）等
污染物浓度的指标。

“这块大屏主要用来实时监测外排污染

物的浓度，按照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保证外排

的每一滴水都是合格的。”矿经营矿长孔凡江

说。

前些年，这个矿建成深度浓水处理项目

“反渗透浓水达标处理工程”，外排 COD含量
目前稳定在每升 40毫克以下，氨氮、磷氮等
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今年，即将投入使用的

废水处理达标项目，将彻底解决净化水渗入

地下影响环境的风险。

在陕北地区严重缺水，如何盘活水资源、

减少用水量是关键。2020年以来，该矿落实节
水措施，污水经处理后循环利用，年回用量达

38万立方米，节约成本 20多万元。2022年起，
建立矿井水循环系统，井下防尘降尘用水，全

部实现循环水系统补水，使污水回用率大幅

提升。

“矿井水净化后，实现全系统的循环利

用，提高工业水的回用量。2022年，复用矿井
水 24万立方米，污水回用量较 2021年增加
10万立方米。”矿调度主任吴坚说。

该矿还在不断加强环保设施的改造提

升。吴坚说，今年元月，对污水管网进行架空

可视化改造。“以前埋地的管网都将实现‘架

空可视化’，进一步减少对水资源和土壤污染

的风险。”

“治水”的同时，该矿持续抓好矸石、噪音

等综合治理。煤矿成立技术攻关小组，进一步

探索煤矸石的综合复用之道。例如，对矿区的

矿坑进行填充复土护坡，组织党团员义务劳

动，植树种草，美化矿区，实现人与环境的和

谐相处。

在环境友好上，朝源煤矿大手笔频出。通

过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建立了井下综采

（掘）生产系统、智能化运输系统、清洁化通风

系统和全覆盖的降尘系统，安全、效益、环保

和职工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全方位打造朝

源煤矿绿色矿山，如今，从井下生产运输，到

井上装车销售，煤炭在整个过程实现全封闭，

扬尘都得到了有效治理。同时，在生产（生活）

污水处理、油污处理、固体垃圾处理、煤尘治

理等方面，该矿更是做细文章，实现清洁生

产。 (李继峰)

日前，新疆天业天能化工有限公司对化

工厂聚合车间所需“五大员”中的安全员、工

艺员实行公开竞聘面试。持有相关岗位资格

证件的三名员工经笔试后进入面试环节。

本次竞聘安全员岗位的天能化工厂生产

一班班长聂红雄表示：“我在班长岗位干了 13
年，沉淀了这么多年，公司现在有这个竞聘安

全员的机会，我一定要抓住。”

天业集团“五大员”即安全员、工艺员、设

备员、环保员与调度员，因其岗位工作性质系

企业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和关键工种，对企业

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年初以来，天

业集团进一步强化“五大员”关键性岗位管

理，通过公开竞聘机制制定与实施，进一步规

范人才选拔任用工作。

面试现场，公司领导与专业技术专家组

成面试官，分别就各自分管工作侧重作针对

性提问。应聘者结合现任工作情况、新任岗位

认知、工作目标、性格特长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详细作答。

据天能化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介

绍，该项工作由天业集团人力资源部统筹管

理监督，集团所属各单位依据本单位人力需

求，向集团提出岗位空缺或新增岗位申请动

议，集团对该单位定编定岗情况审核通过后，

所需单位即可面向全体员工发布竞聘公告。

公司范围内全体员工均可报名，通过资格审

查，符合条件员工可按相关流程参与竞聘。竞

聘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原则，通过

笔试、面试、谈话以及综合考察四个环节测评

筛选，将具备相应职业资格、德才兼备、技术

过硬人员选用至相关岗位。

“我们给广大员工提供晋升平台，让有能

力、有潜质、有闯劲的员工更好地施展才华，

持续有力强化、筑牢企业队伍建设，真刀真枪

激发员工积极性、创造力，动真碰硬激发人才

活力与企业活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天

能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厂副厂长曹潭洲介绍

道。

(陈晓晨)

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坚持绿色低碳

的发展战略，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以优化增

效、节能降耗为抓手，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

滴水做起，集中广大职工的智慧与力量，积极

探寻日常工作及现场设备节能降耗、降本增

效的“盲点”，不断挖掘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潜

能与空间。

党建融合生产，攻难关克难题

去年该公司党委立项的“降低阳极炉渣

含铜研究”攻关项目，年降低损失（增效）超

300万元。电解净化党支部立项的“优化净化
生产成本的研究”攻关项目，按单位变动成本

236元/m3 计算可节约变动成本 136万元；日
均节约 40吨蒸汽，基本实现节约能耗 1万元/
日的预期目标。综合党支部立项的“优化厂区

水处理工艺研究”攻关项目，水处理能力提升

至 482m3/d，接近设计值，满足生产及环保要
求，节约投资成本约 300万元。
激发创新思维，激活新能源按钮

该公司在 2号门停车场安装一批太阳能
风能一体路灯，已于 1月 18日正常投入使
用。本批路灯是太阳能主供电，风能辅助供电

的新能源路灯，是该公司引入的首批新能源

路灯。与此同时，该公司还采购了一批小型电

动叉车，结合其使用特点，公司采用“日用夜

充”的模式，白天在 PC电解车间装卸电解铜，
夜间则利用谷电充能，此举每年能为公司节

约能耗成本超 20万元，据悉该公司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把现有的燃油叉车全部替换成电动

叉车，实现生产车辆“零排放”的目标。

聚焦现场 5S，践行持续改善理念

该公司充分利用班前班后会教育引导员

工，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切实算好家庭账、经济账、平安账，保持安全

工作的高度警觉，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强化规

章制度的学习和执行，全面落实风险防控措

施，结合公司“四转两增”管理要求，大力开展

合理化建议、金点子征集，制定激励政策，积

极兑现奖励，努力形成鼓励修旧利废、材料回

收、自修设备的良好风气，切实提高自身安全

意识及操作水平。同时在日常工作管理中深

化 5S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不断改进、开发
信息化系统以便适应到现场的环境，提高办

公效率，大大降低了纸张的浪费。

节能降耗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张家港铜

业公司将树立“省钱就是挣钱”的理念，强化

“点点滴滴降成本，分分秒秒增效益”的节能

意识，使节能降耗成为公司的一种企业文化，

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之中。(许乾)

中国一冶
莞太路品质提升
改造工程主体结构完工

3月 9日，随着最后一座人行天桥吊装
完毕，中国一冶承建的莞太路品质提升改造

工程主体结构完工。

项目部始终坚持“施工为民生、便民不扰

民”的责任担当，安排好各工序间的衔接，避

开节假日、上下班高峰期等时段，在午夜对

吊装区域进行全封闭。同时，项目部还组织

人员按照交通导行方案在各路口引导车辆

绕行，既确保了钢结构吊装的万无一失、安

全高效，也有效保障了莞太路夜间交通的正

常运行。 (熊涛)

新安煤业：
让废旧物资再“上岗”
“25高压管子 70米谁要。”“25高压管子

机电综合工区领用挖水仓。”“18和 20的锚杆
盘需要的单位请领用。”“综掘一区领用，孙

峰马上过去办理领用手续......”在山东能源枣
矿集团新安煤业再生资源站微信平台群，每

天这样的淘宝交易不断。“只要回收到可用的

宝贝，我就把它拍成照片，发到微信平台群，

几乎是秒抢。”新安煤业再生资源站站长薛峰

高兴地说，自 2022年 11月成立再生资源站
以来，他们累计回收物资价值 510多万元。
“废旧物资是放错地方的宝贝，我们所从

事的废旧工作是节支降耗、变废为宝、挖潜提

效的工作。”薛峰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在单位和居家过日子一样，小到一

钉一铆、大到综机设备都要认真做到回收复

用，降本增效，人人有责。

为了充分挖掘废旧物资剩余价值，最大

限度减少新材料投入，新安煤业完善了《物资

再生资源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废旧物资回

收、修复、领用台账。为修旧利废项目制定了

系统的检查、鉴定、验收、评估、奖惩考核流

程，做到“每月有回收、每月有奖励”，引导全

员“干着算、算着干”，切实发挥成本管控作

用。

“我们对挑拣出来的废旧物资按照种类、

用途、规格等统一码放，并登记在册，账、卡、

物相符，方便用到的单位来领取。”薛峰带领

再生资源站的 6名职工从井下到地面，每天
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将拣选出来的锚杆、锚杆

盘等可复用材料建档管理，全部按区域分类

码放。

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能自制的不采购，能

自修的不外修，不轻易丢掉一个零部件。在新

安煤业，节约已经成为各项生产工作的新常

态。“小到螺丝螺母，大到综机配件，只要是能

用的废旧材料，我们都要回收起来。这样一

来，不仅为企业节省了费用，咱们职工也得到

了实惠。”综掘一区党支部书记于伟说，“以前

哪个设备坏了，就去领新的，现在第一反应不

是换新的，是看还能不能修好再利用。”

该公司还整合矿井 10余处零星加工制
作岗点，设立加工中心，由再生资源站负责将

基层区队回收上来的废旧材料、配件，进行分

类，对无修复价值的材料、配件上交至物资废

旧库，可回收复用的由加工中心修复后及时

通知运营中心、资产管理等责任部门做进一

步的鉴定。修整后的材料、配件经过验收，移

交物资供应部门重新办理入库。物资供应则

遵循“能用旧的不领新的、能复用的绝不废

弃”的原则，鼓励各区队优先选用修复件，对

优先选用修复件的按照出库单价的 30%核算
成本。

“虽然每个废料复用带来的节约可能看

着不多，但点滴累成江河，一个月、一年算下

来就是个大数目，特别是公司正处在攻坚突

破、扭亏为盈的关键时期，生产工作中更需要

人人参与，物尽其用，创造最大价值。”新安煤

业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士奎表示，他们将坚

持运用“两化融合”思维，通过目标管理、政策

激励，激发全员创新创效活力，协同推动找煤

扩量、提升煤质、简化系统、减少用人、修旧利

费等措施，确保圆满完成能源集团、集团公司

下达的成本、利润指标。

渊高月任冤

今年前两个月，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汽车飞轮总成及齿圈产品

累计出口销量超过 50万套，同比增长 47.84%。图为 3月 14日，公司职工正在认真加工

外贸产品。 陈凤海 摄影报道

日前，淮北矿业袁店一矿用 4天时间顺利
完成了 103轨道尾部、103二部皮带尾部、103
回风巷、1031底抽巷等 4道封闭墙的封闭喷
浆作业，大大提高了喷浆作业工效。

“我们以前喷浆都是在喷浆机附近，施工

现场粉尘浓度高，井下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劳

动强度大、效率低；现在好了，通过远程喷机作

业，轻松又安全。”施工现场，修护准备区喷浆

工徐峰通过远程喷浆施工作业完成封闭墙构

筑，对于工作岗位状况的变化感到很高兴。

去年底，该矿创新引进液压转子式混凝

土喷射机设备，一种适合煤矿井下远距离喷

浆的新设备。该设备水平输送距离可达

500m、垂直输送高度可达 100m，大大减少了
煤矿掘进施工喷浆作业中喷浆机的搬运频

次，具有减员提效、降低劳动强度、减少搬运

等优势，可极大改善井下作业环境，保障工人

的职业健康。

“斜巷施工时可将喷浆机布置在平巷位

置，大幅减少移机工作量，提高作业速度，也提

高了现场生产安全系数。这套远程喷浆搅拌系

统，喷射输送距离可达 400米，是原来喷射输
送距离的 2倍，工效提高了 10%，每班可减员
3人，每年人工成本节约 40万元。”该矿修护
准备区队长李建国介绍。

“近年来，我们通过新技术、新工艺，升级

换代装备、优化劳动组织、变革生产工艺，掘进

工效提高 20%以上，实现了安全高效快速掘
进，具备了单进水平提高的能力。”掘进副总工

程师于洋如是说。 渊王爱林冤

山东能源安撤公司：“安”字当头，盯紧每一个环节

全方位做细做实做强

朝源煤矿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

新疆天业天能化工：公开竞聘“五大员”关键性岗位

袁店一矿：成功应用远距离喷浆作业工艺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节能降耗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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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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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杰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520324200301223212，特
此声明。
●黄鸿杰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40882200409153915，
特此声明。
●蔡昱廷遗失文山学院学生
证，证号：202204121011，声明
作废。
●李吉群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981200407118347特此声明
●刘义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130529199011254912，特此声明
●张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22202198301043419，特
此声明。
●李泓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4010520021014691X，
特此声明。
●孙嘉敏于 2022年 12月 2日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40184198807143346，现已补
办新证，旧证失效，特此声明。
●王振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12728199103096839，非
本人持证概不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广州市天河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押金单，押金收据号
码：762165，声明作废。
●本人王浩珊在 2023年 3月7
号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4098220001127
****，特此声明。

●马建学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72330198701244232，特
此声明。
●陈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511623200006234399，特此
声明。
●鲁亮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610628198502180013，特此
声明。
●陈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512323198210243617，特此声明
●徐建飞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510502200312248117，特
此声明。
●高振嵩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622323200011215512
****，特此声明。
●张新梅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42422197404075562，特
此声明。
●张晏琪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411527199712180413，特
此声明。
●林莞萍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445222199602202926，特
此声明。
●马彦芳身份证遗失身份证号
320325197504261619,特此声明
●李珂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41226199809160864，特此
声明。
●毛俊杰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36030219970822001X，
特此声明。

●张天勇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321084197512032116，
特此声明。
●刘子平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40103199606083538，特
此声明。
●亢启民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142601199907165616 特
此声明。
●赵亮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10327199506110033，特此
声明。
●孙常龙遗失营口职业技术学
院大学学生证，证号：2133160
104，声明作废。
●倪萧辉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30522199109250218，特
此声明。
●辛粮局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70784197808157213，特
此声明。
●贾颜志遗失四川电力职业技
术学校大学学生证，证号：
20200233，声明作废。
●陈伟遗失安徽三联学院大学
学生证，证号：2101020195，声
明作废。
●兰州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专
业钟晓晗遗失学生证，证号
（学号）：2020000012049，声明
作废。
●安秀平于 2023年 1月 20 日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129
2219780326346X,特此声明。

●牟方贵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512201197206223412，特
此声明。
●钟旭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362425199802181434,特此申明
●赵浩文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622624200012071082，特
此声明。
●张丽春遗失警官证，证号
2173181，声明作废。
●李峥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362523198507050018，特
此声明。
●夏龙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4200019901025****，
特此声明。
●张庆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411421198901102010，特
此声明。
●冯琱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513124199309082498，特此
声明。
●顾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2012319790210501X 特此
声明。
●王凯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70124198809106018，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沈杰于 2023年 3月 16日遗
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3208
26199509280221特此声明。
●程晓青遗失江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大学学生证，证号：
20222358，声明作废。

●成都武成景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原名成都奥园景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质量
安全监督备案表，监督备案号编
号：宁安西一路 SZ2021-0058
（B）两份、茂兴路 SZ2021-0057
（B）两份，声明作废
●成都圣烽运业有限公司，车
牌 号 ：川 AAS165 持 有 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川 交 运 管 成 字 0546622
号遗失作废
●简阳市简城镇龙腾连锅庄持
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5101800012107遗
失作废。
●袁丁山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500237199001224130，
特此声明。
●吴奇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410102198007222011，
特此声明。
●闫浩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40121200009168814，特
此声明。
●李京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23100319890123****，特
此声明。
●胡靖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362523199001206024，特
此声明。
●冯靖尧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 230604198908294123，
特此声明。

申 明
何 清 莲（51101119960611694X）
与我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
劳动关系，特此申明！
成都达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0
952663886）

2023年 3月 17日
●四川华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川）JZ安许证
字[2004]000355，遗失正本 1本，
副本 1本，声明作废
●成华区快捷疏掏服务部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10044656
501，账 号 ：440202310900003
0858，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华公园支
行)，遗失作废
●贺敏于 2022年 11月 15日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510124199808174327，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吕亚林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513401198606202211，本人已申
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四川易飞易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营山县文化宫服务
网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32
2MA6B6CGY3X，于 2022 年 2
月 24日注销，特此公告
●大邑县悦来镇朝阳村 7 组任
春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0421617033J遗失作废

●大邑县香满院串串香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10129
0054797遗失作废
●大邑县安仁镇瓦窑村 7组徐
帮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05204070017J遗失作废
●大邑县王泗镇飞羊村 6组刘
定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01203060053J遗失作废
●合江县婷妹儿特产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15105
220068675遗失作废
●成都市大邱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1XCM60P)副本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王朝阳、李静芳夫妇之子王家
琦遗失 2010年 12月 27日出生
在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的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K410692961），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锦江区盐市口街道院落
自制促进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510104350539831H) 经上级主
管部门同意，决定注销促进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60日内到成都市锦江
区梨花街 39号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川
A6A4P8网约车运输证遗失作废

●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川
A0H4Z0网约车运输证遗失作废
●广安中耀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码 5116025
065692）声明作废
●成职院赵嘉瑞，杨基璐学生证失
●减资公告：经四川科成达劳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421MA7L78RG1B）股东决
定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仟
万元整减少至壹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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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叶保险许可证曳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
监管分局批准袁换发叶保险许可证曳袁现予以公告遥
机构名称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云支公
司猴场营销服务部
营业地址院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猴场镇猴场村猴场街上二组房屋二楼 201室
机构编码院000005520425002
批准成立日期院2008年 07月 08日
邮政编码院550800
电 话院0851-35232779
业务范围院由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遥
发证机关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
管分局
发证日期院2023年 02月 22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叶保险许可证曳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
监管分局批准袁换发叶保险许可证曳袁现予以公告遥
机构名称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西
秀支公司开发区营销服务部
营业地址院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西航路渊花牌坊冤
1幢 1-2楼梯间第三间门面
机构编码院000005520402003
批准成立日期院2003年 06月 30日
邮政编码院561000
电 话院0851-33342279
业务范围院由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遥
发证机关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
管分局
发证日期院2023年 2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