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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玛健康沙发全球大会在川召开
2019 年 7 月 2—3 日，
“创造健康沙发新高度”——中国
皇玛健康沙发全球大会暨皇玛·康之家品牌发布会在中国
成都隆重召开。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冰冰，
成都家具行业商会会长古晧
晧东，成都诸葛家具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皇玛·康之家品牌创始人叶晓亮及全球顶级供
应商代表共计 1500 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一同见证皇玛·
康之家品牌的全新诞生。在皇玛·康之家的倡议下，以“健
康”为主题的沙发升级方向成为全球行业共识。叶晓亮在
大会上进行专场演讲，
指明了健康沙发的发展方向。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
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党委组织公司党员赴遵义
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公司党委书
记、机关部分党员、各项目书记共计 24 人参加。活动中详
细了解了娄山关战役历史，参观了毛泽东诗词馆、苟坝会
址、遵义会址，观看《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邀请遵义旅
游协会副主席彭伟老师讲授了“追忆历史 牢记使命 新思
想引领新征程”的主题党课。
(包小桐 王浩)

“五个标准化”
提升企业基层党建质量和实效
今年以来，中铁武汉电气化局城市建设分公司各级党
组织存在着对项目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力度不
够；项目党组织职能发挥不到位,部分项目党组织党内生
活不规范、不健全；一些项目党群工作人员能力素质欠缺，
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分公司结合
实际，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项目党建标准化，以“五个标准
化”的形式明确了基层党组织抓党建的具体责任。公司下
属湛江东海岛项目部 2018 年 2 月获评股份公司红旗项目
部，下属湛江东海岛第一党支部同年 6 月获评股份公司先
进基层党组织，
硕果累累。
（赵坤玉）

网络党课
让“两学一做”在梅汕落地开花
梅汕铁路是广东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由中铁武汉
电气化局城市建设分公司负责实施强电部分。在项目
上，党员分散在项目部、作业队、工班等，日常教育管理自
然成为头疼的问题。对此，梅汕项目党工委也加入互联
网的浪潮中，创新实践，根据党员工作、生活作息特点等，
让党员过上“工地组织生活”。据悉，项目部党工委利用
直播平台、微信群、QQ 群直播讲授“微党课”，打破时间与
空间的限制，将党课搬上“指尖”。网络党课的推广，也有
效解决党员同志自学过程中存在的“学什么”
“怎么学”等
问题。
（李护军 赵坤玉）

中铁五局张吉怀高铁首榀箱梁成功预制
6 月 28 日，中铁五局张吉怀高铁凤凰制梁场首榀箱梁
顺利完成浇筑，凤凰制梁场由此拉开了高速铁路 900 吨箱
梁预制的大幕。凤凰制梁场地处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沱
江镇境内，占地面积 114 亩，承担新建张家界至吉首至怀
化铁路站前工程 8 标段 200 榀箱梁预制架设任务。承担施
工任务的中铁五局六公司充分利用凤凰车站场建设用地，
因地制宜，多次变更优化建设方案。参建员工发扬铺架王
牌军精神，克服场地移交滞后等困难，先后逐步完成了办
公生活区、生产区、存梁区建设，为确保首榀箱梁工期目标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谢永彬 蒋方槐 王瑞峰）

中铁五局重庆市郊铁路
尖壁段左线正式轨通
6 月 25 日，
随着最后一组 25 米短轨平稳地落在缙云山
隧道 2 号出口处，标志着中铁五局重庆市郊铁路尖壁段铺
轨工程左线正式轨通，为实现项目总工期目标奠定坚实的
基础。重庆市郊铁路（轨道延长线）尖顶坡至璧山段工程
线路全长 5.48 公里，自 4 月 2 日铺轨工程开始以来，项目先
后克服工期紧、施工安全形势严峻、物资供应短缺等困难，
不断优化施组，及时完善专项施工方案，6 月 25 日顺利完
成左线轨通。
（谢永彬 蒋方槐 杨正坤）

深圳地铁 2/8 号线轨道施工项目部
获业主称赞
连日来，
中铁四局集团深圳地铁 2/8 号线轨道施工项目
部应用智能配电技术,提升施工用电管理水平,受到业主称
赞。深圳轨道交通 2 号线三期、
8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约
16km，
全线采用地下敷设方式。为推动项目信息化、
智能化
建设进程，
达到智慧工地建设的目标，
深圳地铁项目以高标
准建设深圳地铁的决心，
在用电安全上采用更科学、
更安全
的超负荷报警功能的智能配电技术。项目先后投入 10 多万
元在两个基地配备了两台一级柜、
六个二级柜。 （郑红梅）

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
举办党群专业知识竞赛
近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举办
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融合梦想、赢在未
来”党群专业知识竞赛，来自设计研究院各基层党组织的
7 个代表队，共 21 名选手同台竞技、大展风采。 本次竞赛
是设计研究院首次举办的有关党群专业知识方面的竞
赛，也是 2019 年设计研究院“融合梦想、赢在未来”第三届
文化艺术节的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竞赛的方式，进一步做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工作，
激发大家对党群专业知识的学习热情，提升全体职工思
想政治素质。
（辛小红）

莱芜维管段工会开展百日劳动竞赛活动
重温抗战历史，弘扬爱国精神
近日，中铁广州局西安地铁 5 号线二期 3 标项目党支
部共计 18 名党员及积极分子到西安事变纪念馆缅怀先
烈、传承革命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走进纪念馆，大家
观看了《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
《叠赤诚爱国
无悔情——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等展览。一幅幅真实生
动的图片，一件件历史印记的展品，引领大家近距离地走
进了一段艰苦而伟大的岁月，身临其境的感受了事变前后
的情景，
进一步升华了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王媛媛）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贵阳地铁项目党支部
开展特色党日活动
7 月 1 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五公司贵阳地铁项目党
支部组织开展了“七一红旗飘、重温革命史”主题党日活
动。在该项目书记李敏带领下，项目部党员先后来到麒
麟洞纪念馆和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展“七一红旗飘、重
温革命史”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展区内详实的文献
资料和珍贵的历史文物，全体党员再次回顾了贵州人民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奋斗历史，感受
到革命先烈们为了新中国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
精神。
（李敏）

近日，中铁电化运管济南维管处莱芜维管段工会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积极开展“战高温、保安
全、迎国庆”百日劳动竞赛活动。该段工会围绕暑期、汛期
重点工作，通过召开动员会、
“一封家书”征文、安全巡演、
“夏送清凉”慰问等活动，深入宣传、广泛发动；通过完善防
护相关制度标准流程、修订完善各专业现场作业标准等措
施，周密、统筹推进，力争人身安全“零伤害”，确保瓦日线
重载铁路牵引供电设备运行品质，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郭伟）

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院召开
庆祝建党 98 周年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
近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庆祝
建党 98 周年暨创新争优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中铁电气
化局设计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吴胜翔宣读了“关于表
彰设计研究院 2019 年度‘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的决定”；副书记、院长李智勇作了题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的专题党课；党
委书记、工会主席郑晓飞作了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讲话。会议由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邓中亚主持。
（辛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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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上海局三公司一日喜中两标
近日，从营销前线传来喜讯，中铁上海局三公司接连
中标合（肥）安（庆）高铁舒城东站站前广场工程和杭州市
萧山区通城大道快速路并行铁路路段工程，两标中标金额
分别为 1.011 亿元和 2.475 亿元，这成为该公司自 2011 年
成立以来首次单日连中两标。其中，杭州市萧山区通城大
道快速路并行铁路路段工程是该公司进入杭州市场的“开
山之作”。市场经营方面连结硕果得益于该公司近年来精
准提升营销能力，不断完善营销体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截至 6 月底，该公司今年已成功中标 7 项，中标额 38.992 亿
元，占集团公司下达营销指标 55 亿元的 70%，实现同期最
高。
（曹俊松 郑凯）

中铁文旅黑龙滩项目
强化防控环保红线制度建设
近日，中铁文旅眉山黑龙滩项目制定出台《生态环境
保护实施导则》，标志着防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环境利用上线的“三条红线”布局工作初步完成，项目
开发环境保护有了量化依据和系统要求。加之已出台的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方案》
《施工过程环境保护作业指引》
等制度，该项目环保制度基本健全完善，并通过课题立项、
环境监测、环保检查与评比、环保宣传与志愿等活动确保
制度落实。
（游劲松 亓永鹏）

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
“海港之家 QC 小组”获奖
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的 2019 年全国市
政工程协会 QC 成果发布会上传来喜讯，由中铁四局南京
分公司江北海港项目“海港之家 QC 小组”发布的《振动沉
管灌注桩快速施工方法的研究》成果荣获二等奖。此外，
该公司杭绍台铁路项目“醉金陵 QC 小组”发布的《提高双
向水泥搅拌桩在复杂地质中的成桩合格率》成果荣获 2019
年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优秀奖。这是该
公司成立 12 年来首次在全国市政工程协会 QC 成果发布
会上获得的奖项，标志着该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已取得了
长足进步。
(杨峰 左新国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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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广西荣顾天瑞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我分公司已将对下表所列对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广西荣顾天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我分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保证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从公告之日起向广西荣顾天瑞生态农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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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荣顾天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2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债权人

债务人

抵押、
担保情况

抵押：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中国华融
在建工程面积
北京中视联 18159.35 平米，
资产管理
国际数字产 54686.60 平米。
股份有限
业园建设有 担保：北京紫都置业发展集团有
公司北京
限公司 限公司及刘景莉、王一心夫妇提
市分公司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权本金

应付未付重组收益

合计

90,000,000.00

3,220,000.00

93,220,000.00

注：债权重组本金及未付重组收益金额等具体情况，以及债权项下担保情况等均以债权合同以及相关
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与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与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将其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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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
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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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重组债务本金偿还、重组收益及罚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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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宁波华沪银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准日：2019 年 4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生效司法文书

本金余额

欠息

债权担保
1、
债务人持有的位于浙江
省舟山市普陀区的房地产
舟山弘瑞房（2015）二中民
18套，
合计面积约4,768.51
地产开发有（商）初 字 第 68,400,000.00 51,366,040.02 平方米。
限公司
11833号
2、
江苏弘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徐朝瑞、
朱慧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舟山弘瑞房（2016）内民初
1、江苏弘瑞房地产开发有
地产开发有 5 号、
（2017）内 81,243,323.49 59,685,894.30 限公司、徐朝瑞、朱慧连带
限公司
执14号
责任保证担保

注：1、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
2、标的债权余额（含重组债务本金余额、借款本金余额）、欠息（含债务重组收益、利
息、罚息、复利）系截止基准日的余额，以相关生效判决［（2015）二中民（商）初字第 11833
号及（2016）内民初 5 号］确认的计算方式或债务重组协议等规定为准。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