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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体检”送“服务包”海淀工商精准帮扶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2018 年 11 月 14 日，北京市海淀
区民营企业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迎
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北京市工商局
海淀工商分局法制科、广告科、网监
科、消保科等业务科室以及属地工商
所工作人员上门为企业“体检”，针对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送上量
身定制“服务包”。
活动现场，海淀工商分局工作人
员就登记注册、商标广告、信用公示等
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与小米公司的工作

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针对企业自
身发展阶段和所属行业特点，提供个
性化指导与建议，依法依规量身定制
解决方案。
该分局针对辖区企业的特点，专
门建立了“企航服务”线上线下综合
服 务 平 台 ，为 重 点 企 业 提 供 专 属 服
务。
海淀区西北旺地区科技创新企业
云集，针对这一实际，海淀工商分局和
上地街道办事处在青龙桥工商所设立

企航直通中心上地站，进一步统筹分
局服务资源，严格落实“顾问专员负责
制”，为上地地区提供更加精准、便捷、
高效的工商服务。
在日常广告监管工作中，该分局
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广告
法律法规咨询服务。截至目前，该分
局已为广联达、汽车之家、中企网络、
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企业提供精准
化广告法规咨询服务。
(尹琳)

海淀工商分局“科技手段+政务服务”利企便民显成效
民营企业在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就
是中关村企业、民营高科技企业，实实
在在的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是
海淀工商分局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着
力点。为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活力和
创造力，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立足工
商职能，多举措助力高科技民营企业
创新驱动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海淀工商
分局走进小米、百度、今日头条等 140
余家高科技企业，开展商标体检、解读

广告法规、提供合规建议，助力企业完
善广告审核机制，提升广告审查能力，
帮助企业降低违法风险。
海淀工商分局还搭建线上综合服
务平台，利用文字、语音、视频多种沟
通形式，提供政策法规咨询、预约办事
等服务，平均为每名纳税人节约 30 分
钟办税时间，累计为小米、今日头条等
企业提供应需服务 400 余户次。
海淀工商分局持续优化准入服
务，助力企业便捷入市。2018 年 3 月

23 日，海淀区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
专区挂牌成立，实现企业开办“只进
一门，只对一窗”，5 日内即可免费领
取营业执照、公章和税务发票等企业
开办必备材料。截至目前，
“ 一站式”
专区共核准设立申请 3300 余户，发放
印章 3600 余套。通过扩大全程电子
化试点范围、名称自主预查、容缺受
理、简易注销等举措，网上登记环节
再提速，共有 23600 余家企业取得电
子营业执照。
(尹琳)

自助打印营业执照终端落户北京海淀创业中心
2018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市海淀
工商分局举办自助打印营业执照终
端入驻海淀创业中心启动仪式，将自
助打照服务延伸至创业中心，目的在
于支持第三方创业平台发展，构建服
务企业多元体系，为广大创业者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启动仪式中，海淀工商分局首批

自助打印营业执照终端正式在海淀
创业中心投入运行。据海淀工商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自助打照机集
合 了 人 像 采 集 、证 件 扫 描 、在 线 签
字 、打 印 执 照 等 多 项 功 能 ，操 作 简
单，打破了原有工商登记工作中，已
核 准 材 料 需 要 经 过“ 流 转 、打 印 、发
放”等多个内部环节后才能发放营业

代表派发了精心准备的“海淀工商企
航服务礼包”，内容涵盖了登记注册、
商标保护、消费维权、广告宣传等各
项工商业务，覆盖工商全职能的优质
服务。
据介绍，除了普惠的服务政策集
成之外，
“ 海淀工商企航服务礼包”通
过专业评估，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特
点，推出个性化的“套餐服务”，并尊重
企业的自行选择，通过服务项目菜单
化、点选化，
“ 一企一策”满足不同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
）与北京
天宇聚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我分公司已将对下表所列债
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北京天宇聚丰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保证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北京天宇聚丰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债权金额（元）

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20 日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合计

担保
涉及抵押物或保证人
方式

19,000,000.00 41,065,014.21 60,065,014.21 抵押

房产 他证证载面积
北京东晓玉
7,000,000.00 12,572,229.08 19,572,229.08 抵押
10953.69 平方米
成建筑工程
12,600,000.00 27,124,200.58 39,724,200.58 抵押
有限公司
0.00
291,821.47
291,821.47
小计

执照的掣肘，使工商注册登记从纸质
审核向电子审核延伸，实现了办理方
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群
众办事效率，真正实现企业登记“即
时 办 结 、实 时 取 照 ”。 此 外 ，通 过 自
助打印领取的营业执照与窗口现场
领取的营业执照一致，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3,518,949.06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情暖藏区农民工
新年第一天，零下 15 摄氏度的西藏昌都，澜沧江面飘
荡着一块块不大不小的浮冰，空气中充斥着刺骨的寒冷。
然而，为了确保既定工期目标圆满实现，中铁七局郑州公
司西藏昌邦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场面热火。项目
部为了向不畏严寒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农民工表达新年的
问候和感谢，送去了羊肉、鸡蛋、食用油等节日慰问品，将
诚挚的节日祝福传递到每一位农民工兄弟手中。确保农
民工工资足额发放到位，保证其安心、安全工作，为实现工
期目标，
为西藏昌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赵宁宁)

5,518,949.06 保证 北京东晓新越酒店

房产 他证证载面积
10953.69 平方米
北京市东晓
工贸有限责 8,800,000.00 11,523,813.80 20,323,813.80 保证 北京东晓新越酒店
任公司
1,200,000.00 1,777,715.61 2,977,715.61 保证 北京东晓新越酒店
8,000,000.00 13,999,330.74 21,999,330.74 抵押

小计

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服务需求，服务企
业发展更精准。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展示了他的专属“服务包”，里面不仅
有他们在登记注册、工商行政执法方
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并且针对他们企
业自身特点以及企业“点菜”量身定制
了他们企业在广告宣传、商标保护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38,600,000.00 81,053,265.34 119,653,265.34
2,000,000.00

0.00

374,708.26

374,708.26

0.00

119,267.77

119,267.77

20,000,000.00 31,313,785.24 51,313,785.24

北京万金山
3,150,000.00
物资商贸有
限公司
3,000,000.00

房产 他证证载面积
16471.00 平方米

6,410,373.33

9,560,373.33 抵押

5,140,496.80

8,140,496.80 抵押 机器设备

小计

6,150,000.00 11,550,870.13 17,700,870.13

合计

64,750,000.00 123,917,920.71 188,667,920.71

注：债权本息金额等具体情况以及后续欠息的持续计算等均以债权合同以及相关
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准。
北京天宇聚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19 年 1 月 8 日

1 月 2 日，京东数字科技旗下京东金融联合浦发银行、
中信银行，发布了两张京东小金卡。这是继 2017 年京东
数字科技推出国内首张小金卡之后，再次与银行携手开展
小金卡合作，并将京东小金卡产品进行升级。京东小金卡
升级版将向合作银行提供更加开放的平台服务，实现对银
行资产的深度连接。以浦发银行京东小金卡为例，其不再
将账户余额关联京东小金库，而是关联浦发银行本行的
“活期宝”
产品。

2018 年度第六届生物质燃气论坛
在京举行
2018 年 12 月 22 日，
“2018 年度第六届生物质燃气论
坛暨第五届可持续的固体废物管理研讨会”在北京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报告厅举行，该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国家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
“生物质燃气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
“可持续的固
体废物管理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会议分为
大咖论道和中关村紫能生物质燃气产业联盟年会两大环
节，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创新引领固废产业发展”主题进
行了交流。
（温森特）

观音山：打造生态文旅的“东莞样本”

海淀工商推出“企航服务礼包”个性化“套餐”服务企业更精准
近日，海淀工商分局为辖区的企
业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为
企业送来量身定制“服务包”。
“ 服务
包”里不仅有普惠的服务政策集成，更
是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和困难，
依法依规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上地
街道办事处现场，海淀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孟景伟，海淀工商分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春梅等现场为网之易信
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

京东金融发布京东小金卡升级版
为银行提供更加开放服务

西藏国道 214 线昌邦公路加卡隧道贯通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西藏国道 214
线昌邦公路项目加卡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至此，加卡隧
道全线贯通，为西藏昌邦公路顺利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
基础。加卡隧道位于西藏自治区内昌都市经济开发区加
卡村境内，所在地区的区域地形主要为澜沧江窄谷地貌，
隧道双线总长 925 米，平均海拔 3500 米，是昌邦公路项目
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昌邦公路是昌都市修建的第一条
高等级公路，是西藏自治区“十三五”规划建设的重点项
目。公路全线贯通后，对沟通川藏，加强藏东地区对外联
系起到重要作用。
(赵宁宁)

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活动与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打
造高端旅游文化品牌是观音山的特色。据东莞观音山
国家森林公园董事长黄淦波介绍，观音山公园以休闲、
观光、体验、教育、健康为主题，在科学设计旅游产品的
同时，通过健康文化节、全国书法艺术大展、全国散文大
赛、全国诗歌节等文化旅游活动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形
式的立体文化平台。
“ 在旅游开发中，文化作为塑造品牌
的重要基因，一直起着凝聚和催化的作用，并使旅游品
牌形象更有内涵，成为提升品牌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原动
力”。

中铁广州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部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中铁广州局贵南高铁 9 标项目部把加强廉洁文化建
设作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
举措，落实四项工作措施，大力倡导廉洁从业。一是加强
组织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项目部党工委制
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职责》，明确领导班子成员党风
廉政建设具体岗位职责。二是落实党政联签，凡是进入
财务系统报销的劳务结算等均实行党政联签。三是开展
廉洁风险排查，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四是选配党
风监督员，将党风监督员的电话号码和工作职责进行了
公示。
（杨世全）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南阳火车站
改扩建工程全部完工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南阳火
车站改扩建工程第 308 次封锁施工结束，南阳火车站 1 站
台正式启用，标志着该工程全部完成。该项目由于受南阳
火车站行车干扰严重，作业场所狭小、物料进出困难、交叉
作业多，安全压力巨大。中铁七局郑州公司用“蚂蚁啃骨
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地攻下一道又一道难关，投入人力约
53 万人次，机械设备 25800 个台班，充分调动了所有参建
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了机械设备的功用，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赵亚龙 连娜)

遗失声明
北京圣齐宏瑞计算机配件经营部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10108MA013TEC0Q，法人石荣花）
正、副本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2019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