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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陕西电力人寻找身边“周红亮”汇聚正能量

三全食品荣膺 2019 年
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指定食品”

4 月 24 日，
世界读书日的第二天、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一
场主题为“传承红亮本色 唱响电力强音”的读书分享活动，在
国网宝鸡供电公司举办。
来自国网陕西电力公司西安、咸阳、渭南、汉中等 15 家地
市单位的职工代表，
以访谈、
演讲、
诵读、
故事讲述、
情景剧等多
样化的艺术形式，从我身边的“周红亮”感人事迹说起，多维度
诠释《本色红亮》书中所呈现的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的崇高精
神，
立体化展现了国网陕电人在新时代的新作为、
新形象、
新贡
献，
唱响新时代的奋斗者之歌。
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国网宝鸡供电公司《像你一样 本色
红亮》，
以访谈的形式，
从同事徐宏飞的
“吐槽”
中了解到周红亮
平时的生活状态，他深深被周红亮质朴但不单调，纯粹但是不
平凡的为人之道、
做事之态所感染、
所感动。

日前，2019 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在京举
行，三全食品被授予“大会唯一指定速冻食品”称号。
会议期间，三全食品总裁陈希受邀发表主题演讲，分
享对于速冻技术的独到见解和中国速冻食品行业的
创新发展思路。陈希强调，
“ 速冻技术是人类历史上
第四次保鲜革命，在经历干燥、腌制、罐头等保存食物
方式的发展沿革后，速冻首次实现了保存与保鲜的双
平衡，即解决了食物保存问题，又确保新鲜口感及还
原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中国
速冻食品需求呈现出旺盛的增长态势。未来，食品行
业的分工将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深入。对此陈希表
示，三全将积极与所有行业同仁携手前行，推动行业
创新发展，为消费者奉上更美味、更高品质的速冻食
品。
（张翠）

其他单位也以我身边的“周红亮”为题，深入挖掘身边典
型，把每位劳模、工匠、先进典型做的不平凡的业绩发扬光大，
并在各层面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引导全员
立足岗位，学习红亮，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
让电力战线上的工作者们像周红
亮这样，
在这种平凡的岗位上努工作、
努力超越，
追求卓越。
该活动是陕西省电力公司“大力弘扬劳模精神集中宣传”
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通过组织广大职工深入学习长篇报告文学
《本色红亮》，
寻找我身边的
“周红亮”
，
通过讲一个故事、
看一段
视频、讲一些体会、读一段经典、谈一谈感悟等形式，感悟周红
亮
“传承创新、
敬业奉献”
的感人事迹。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汲取
榜样力量，
学习楷模、
争当先进，
汇聚起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强
大正能量。

周红亮感人故事登上江苏卫视《美好时代》
4 月 24 日 21 时 25 分，江苏卫视人文故事讲述类节目《美
好时代》，以“秦岭上的巡线员——电力守护者的人生故事”为
题，用 33 分钟的时长，播出了国网宝鸡供电公司秦岭输电运维
班班长周红亮和他的徒弟赵超扎根一线，在雄伟壮丽、人迹罕
至的秦岭深山巡线保供电的感人故事。
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也是野生动植物的天
堂。在这里，有着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这条
铁路也是连接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动脉，改变了“蜀道
难”的历史。在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深山腹地，周红亮和他的
班组成员扎根于此，用 23 年的青春光阴，守护着宝成铁路的正
常供电和秦岭地区 150 万人民群众的用电安全。
“千里眼”、
“顺风耳”、
“草上飞”和“活地图”这四个响亮的
绰号，在节目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3、67、200 和 50000

这些数字是周红亮 23 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巡视 19 条 330 千
伏高压输电线路 1800 多座基塔，每年平均穿破 3 双鞋（累计 67
双），攀登的高度加起来有 200 多座珠穆朗玛峰那么高，走过的
山路一共有 50000 多公里。
正如节目中时事评论员吴学兰所说：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
痕迹，
但我已经飞过。也许你们的工作更多是在背后默默无闻
的，
但是你们带给千家万户的光明、
温暖、
我们都没有忘记过。
”
节目结束后，围坐在电视机前的电力员工意犹未尽，截
屏、录屏、拍照，一时间在陕西省电力公司系统内外职工微信
群、朋友圈里炸开了锅!“代表陕西电力首次登上江苏卫视，你
们是我们的典范！”
“电力运维人员的精气神是好样的！”
“你们
是时代的楷模，电力职工的榜样。”……大伙纷纷为周红亮、赵
超在荧屏上精彩的表现、稳健的台风喝彩。

第八届大别山(六安)山水文化旅游节开幕

中餐出海示范工程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4 月 26 日，第八届大别山(六安)山水文化旅游节暨第五
届六安茶谷开茶节在风景秀丽的金安区南山草原盛大开
幕。
“4·26 六安茶消费日”电商酬宾惠民活动也在当天正式
启动。从 2019 年起，每年的 4 月 26 日都确立为“六安茶消
费日”，这是六安市进一步推动绿色生态发展，助力群众脱
贫增收之举。据统计，2 月 20 日至 4 月 26 日活动期间线上
线下总销售额达 20533.5 万元，首个“4·26 六安茶消费日”取
得开门红！
（陈成）

4 月 27 日，
在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美国中华餐饮联合总
会共同发起，
于北京举办的
“中餐出海示范工程启动仪式”
上，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监事会主席武力、美国中华餐饮联合总会
会长王志斌共同为首批入选
“中餐出海示范工程”
的餐饮企业
抹茶屯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颁发了奖牌与证书。
“中餐出
海示范工程”汇聚中美两地资源优势，帮助出海企业先练“内
功”
，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为企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帮助出海
企业快速、
高效、
优质的获取海外发展资源。
（马国香）

发票遗失声明
我单位不慎将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南市分公司
开具的发票号为 82108604，金额为 6000 元人民币的科
目为报刊费的发票一张遗失。
特此声明
《企业管理》杂志社
2019 年 4 月 30 日

遗失声明
倪涛（1968 年 11 月），2001 年考试获得一级注册建
筑师执业资格，2002 年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
建筑师注册证书（编号：031102463），于 2019 年 3 月不
慎遗失该证书，
现声明作废。

勘误声明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由
于人工上传系统输入错误，导致向机动车环保信息公
开系统平台（以下简称“系统”
）报送的部分车辆的“商
标”、发动机号、生产日期以及信息公开编号与实际备
案及随车打印文件的相关信息产生不符。共涉及
JL6453C09、JL6453C10、JL6453PHEV08 型 号 车 型
19587 辆，
现我司已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交更正申请。
经我司对涉及车辆随车文件复查，确认相关车辆
环保备案信息及随车文件无误，且与实车一致，系信息
输入错误，
实际不会对用户造成影响。
我司对环境保护工作历来高度重视，由此给广大
客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我们将引以为戒，确保此类
问题不再发生。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 日

北京海淀强化市场秩序保障
适逢“一带一路”峰会、五一小长假来临，为切实维护重
要活动期间及节前市场秩序，保障流通领域安全，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多举措加强监管，有序
推进各项市场秩序保障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检查，对辖
区内电动自行车、成品油等流通领域重要商品经营主体开展
商品质量监管检查。与此同时,对辖区的有形市场开展执法
检查，提示市场主办方注意节日期间风险防范。严格把握安
全底线，要求并指导商超和市场主办方检查消防通道畅通并
更新消防设施，保障消防设施的完好，切实提高节日期间安
全意识，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保持环境整洁，预防燃气泄漏
事故，并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完善火灾扑
救和应急疏散预案。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鲁文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与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与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债权有关
的主债权、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质权、保证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依法
转让给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
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承继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产生的相关费用等的支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29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名称

北京福
地凰城
酒店管
理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借款合
同编号

债权本金
（余额）

生效法律文书

抵押、担保人

抵押人 ：北京福地凰城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
合同》
（YYB76（高抵）20150004）；
YYB7610
质押人 ：邢孝增《个人最高额质押合 同》
（YYB76（高质）
2201500
（2018）京 02 执 20180001）、北京中建鑫 盛经贸有限公司《质押合同》
26 的《固 ¥299,380,
221 号《执 行裁 （YYB7610220150026-31）；保证人 ：史维彬《个人最高额
定资产 000.00
定书》
保证合同》
（YYB76（高保）20150004）、苏金龙《个人最高
借款合
额保证合同》
（YYB76（高 保）20150005）、邢孝增《个人最
同》
高额保证合同》
（YYB76（高保）20150006）、李辉《个人最
高额保证合同》
（YYB76（高保）20160004）。

注：
具体利息计算方式及金额均以生效法律文书或借款合同等约定为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道口支行
北京朝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30 日

中铁五局长沙地铁 4 号线机电 5 标
通过单位工程验收
近日，中铁五局长沙地铁四号线机电 5 标项目部
顺利通过由长沙轨道集团组织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市质监站、安监站、城建档案馆、轨道集团、运营、设
计、监理等单位参加验收。项目部进场开工以来，统
筹兼顾，精心谋划，在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克服了诸多
困难，确保了日常安全、质量等各项工作完成到位。
此次验收分成现场实体检查组和内页资料检查组，其
中，该项目内页资料为全线样板免检。通过实地查验
及现场验收，验收组一致认为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
同意通过验收。
（陈凯 张振鹏 郑志强）

中铁五局深圳地铁 10 号线
1011-4Z 标获业主检查第一名
日期，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深圳地铁 10 号线
1011-4Z 标项目部在深圳地铁建设公司 2019 年一季
度安全质量文明施工检查中获评 10 号线站后安装装
修第一名，得到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通报表
扬。深圳地铁 10 号线 1011-4Z 标常规设备安装及装
修工程位共 5 站 5 区间。项目进场以来，面对工期紧、
任务重、安全压力大等形势，项目部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安全方针，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增强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意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
防范安全生产事故。
（陈凯 张振鹏）

中铁五局厦门地铁 3 号线
机电安装装修供电三工区开工
4 月 11 日，由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承担施工
的厦门地铁 3 号线机电安装装修供电三工区在东界
站举行开工典礼，标志着该项目进入施工阶段。厦
门轨道交通集团 3 号线线长刘烈生、副线长叶红星、
中铁夏投 3 号线总包部以及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
相关负责人等出席了开工仪式。据悉，厦门地铁 3
号线工程线路全长 36.73 公里，计划 2020 年底开通试
运营。3 号线是厦门本岛至翔安的放射骨架线，构建
厦门岛与翔安快速跨海连接通道，并将服务于厦门
新机场。
（陈凯 张振鹏 贾燕铭）

中铁五局昆明大修项目
沪昆铁路曲小段接触网工程开工
4 月 15 日，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司昆明大修项目
部沪昆铁路曲小段接触网更新工程开工典礼暨电化
先锋队授旗仪式在吴官田车站区间顺利举行，正式拉
开昆明大修项目工程施工序幕。昆明供电段段长陈
秀庭、电务城通公司党委书记彭金华以及电化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开工仪式。中铁五局电务城通公
司施工的沪昆铁路曲小段接触网更新工程属于既有
牵引供电更新工程且为复线，工程工期短，难度大。
项目进场以来，项目部合理安排工期计划，确保整体
施工进度有序推进。 （陈凯 张振鹏 谢映 黄元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