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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蜀山区金寨南路社区举办公益课堂

中铁上海局五公司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

为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丰富社区儿童课余文化生活，
1 月 4 日，
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金寨南路社区党委及榕树下
社会组织联合了雅晴音乐艺术馆的舞蹈老师们每周组织儿童在
安粮小广场学习跳中国舞。本次活动是金寨南路社区党建项
目，是社区党委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稻香村街道
“双强双引领”
活动部署要求，
加强党建引领，
打造服务型基层党建品牌的一次实践探索。（杜晓芳 刘亚萍）

1月4日，
中铁上海局五公司党委领导提出要抓住
“一条
主线”
，
把握
“两个重点”
，
推动项目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
“一条主线”
即抓住
“二三四”
项目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的工作主线。
“二”
指的是落实两个分工责任。
“三”
是加强三大体系建设。
“四”
是搭建好
“党建+业务”
“党建+管
理”
“党建+生产”
及
“党建+经营”
四个融合平台。
“两个重点”
即明确项目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实施办法的重点
在六个清单，
清单的重点在监督和落实。 （侯杰 彭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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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集团开启“晋电送浙”新步伐
近日，晋能控股集团晋北千万千瓦级新能源综合外送
基地“晋电送浙”可行性方案研究报告在京顺利通过评审。
该项目坐享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北辛窑煤矿的煤炭资源优势
以及周边丰富的新能源资源优势，
既符合地方发展实际，
又
非常符合国家
“风光火储一体化”
建设号召。 该项目规划火
电装机 400 万千瓦，配套固废处理 6 厂 2 站，光伏发电装机
1000 万千瓦，
风电装机 100 万千瓦，
储能 250 万千瓦，
预计在
“十四五”
末期达到电源全容量投产。
（宋诗瑶）

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开展疫情防控行动
1 月 6 日，安徽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联合莲花市场监督所、
卫生监督所及相关居委会对辖区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情况进
行联合督查，社区委分管领导查永建带队深入各重点场所，联
合督查组先后督查了正大广场、瑞康骨科医院和沐善汇洗浴中
心的疫情防控情况，对各重点场所的安康码核验、体温检测情
况、口罩佩戴情况和人员登记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和指导。查
永建要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杜绝一切隐患。
（卫欣）

亲子运动会，现场欢乐多
1 月 8 日下午，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党委、共
建共治联盟单位联合榕树下社会服务中心在育苗幼儿园开展
“大手牵小手，快乐跟我走”亲子趣味运动会。运动会现场，洋
溢着欢乐的气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热火朝天的参加各项趣味
项目。朝阳社区希望通过开展此类亲子趣味运动会，成为社区
与家庭、家长与孩子之间情感互通的纽带，促进亲子关系的交
流，
为建设“五好小区”贡献力量。
（朱彤 杨艳红）

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牢筑基层防疫墙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不断落实基层防
疫措施，
牢筑基层防疫墙。在稻香村街道的领导下，
朝阳社区成
立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通过线上平台和循环播放音频等线下
手段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加强对辖区内
企业、
商户的巡查，
确保各场所配齐安康码、
佩戴口罩，
定期消毒，
督促未做到的商家即刻整改。街道社区还积极协调辖区大型场
所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朱彤 杨艳红）

寒潮来袭“被子”裹起

华盛顿苹果健康分享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2020 年 12 月 29 日，
邳州出现风雪交加的天气，
气温呈
现“断崖式”下降。为了践行“大干四十天，目标保开通”劳
动竞赛精神，中铁四局邳州东站综合客运枢纽 EPC 工程却
是一片火热景象，
与寒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寒潮，
该
项目制订了详细的冬施专项方案和措施：
科学谋划，
提前准
备足够的薄膜、保温被等防寒物资；一处一方，对泡沫混凝
土采用
“三明治式”
两膜夹草帘的防护方案；
监管分离，
由施
工员负责落实，试验员巡查监督，确保无死角地执行方案；
确保效果，
对所有的覆盖物采用木方、
模板、
绳索等压实，
防
止大风掀起，
确保对易冻面形成
“贴面”
保护。 （方太平）

1 月 2 日,一场以健康为主题的“好吃安全，才更健康”
华盛顿苹果健康分享发布会在北京亦庄林肯公园乐刻运
动健身中心举办。华盛顿苹果与知名健身品牌“乐刻运
动”强强合作，已陆续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的乐刻运动
旗下 32 家品牌连锁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品鉴试吃活动，
以此来深度推广品牌。在华盛顿苹果品牌健康推荐人世
界游泳青年冠军张晨带领下，华盛顿苹果协会中国市场推
广总监王淼先生,与乐刻运动明星教练及爱健康爱运动的
会员朋友一起在活力四射的动感节奏中跳动，一起畅想新
一年的蓄势待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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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告

根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以及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
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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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若债务
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由相关承债主体、
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副中心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公告清单
交易基准日：2020 年 9 月 1 日

根据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转让方）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转让方已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
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以及转
让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而支付的律师费、
保全费、
诉讼费等费用依法转让给了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方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
人、
担保人及相关偿债义务人等，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担保
责任，
并支付律师费、
保全费、
诉讼费等费用。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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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B座 联系人：
王先生 电话：
010-6581317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93号
联系人：
胡先生 电话：
010-66060006-4213
转让方：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让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公告清单
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日：
2020 年 7 月 15 日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具体业务合同名称

北京太合嘉园房地产
委托贷款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维斯达通商贸有
限公司

具体业务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

3

北京永晖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

2016 年委借字第
BC20161216000212 号 北京太合嘉园房地产开
2016 年抵字第
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61216001213 号

0529859

心理健康咨询 关爱残疾儿童
为提高残疾儿童家庭的生活质量，使残疾儿童家长掌握科
学的健康知识，
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1 月 6 日，
合肥市蜀山区稻
香村街道望江西路社区特邀合肥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专家组成
员、
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名誉会长龚维义前来授课，
举办残疾
儿童心理咨询讲座。通过此次活动，让残疾儿童家长们感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使家长们学会接纳不完美及如何克服
心理障碍，
建立和保持健康、
稳定的心理状态。 (杜琰 刘亚萍)

担保人名称

北京北大高科技产业投
2016 年保字第
资有限公司
20161216001214 号

借款合同

0221741

序号

贷款行

债务人

贷款本金
余额（万元）

合同号

担保人

北京北大高科技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0529859-001

1

唐山国泰纸业有限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公司

北京太合嘉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0529859-002

2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雅都加富纸品
包装有限公司

DLL 京 201507060032《流动资金借
湖北雅都恒兴纸业有
7,999.99 款合同》；
DLL 京 201507060064《流
限公司
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京青安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

0529859-003

3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中能华业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

7,000.00

DLL 京 201507030037 的《流动资金 湖北雅都恒兴纸业有
借款合同》
限公司

满洲里新永晖化工有限
公司

0218312-001

王晓莉

0218312-002

4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国泰兴昌纸业
有限公司

5,657.00

DLL 京 201512290017《流动资金借
唐山玉泉豪门饮业有
款合同》；
DLL 京 201601140008《流
限公司、彭国昌、朱丽
动资金借款合同》；DLL 京
红
201603160047《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京永晖投资有限公司

0218312-003
5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方鸿智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980.00

北京方诚智盛生物科
DLL 京 201502090038《流动资金借
技有限公司、杜团结、
款合同》
李建分

6

大连银行北京分行

北京隆富骐工贸有
限公司

812.69

绥芬河市迎泽房地产
DLL 京 201506120042《流动资金借
开发有限公司、杨礼
款合同》
良、林丽玲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联系人：
谭先生、齐先生
联系电话：010-66060006-4111 010-66060006-821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93 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上述清单中涉及的债权另含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合计

DLY 京 201501070002 号《商业汇票 河北昌泰纸业有限公
9,846.93
承兑协议》
司、彭国昌、朱丽红

32,296.61

上表中贷款本金余额（万元）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垫付费用等数额以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等相关合同或生效法院裁判文书、公证机构签发的执行证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2021 年评奖启动公告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于
2005 年成立。按照《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奖励办法》
相关规定，2021 年评奖工作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正式启
动，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奖项设置
2021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设置“复旦管理学杰
出贡献奖”、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
杰出贡献奖”
3 个奖项。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用于奖励在管理学领域
作出杰出贡献的工作者。该奖项至多奖励 3 人，每人奖
金 65 万元人民币（税前）。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用于奖励我国管理学学
科领域的开拓者或者管理学研究的奠基人。该奖项为
荣誉性奖项，至多奖励 1 人，基金会为获奖人颁授金质奖
牌 1 套。
“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用于奖励在中国企业
管理实践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
该奖项为荣誉性奖项，至多奖励 1 人，基金会为获奖人颁
授金质奖牌 1 套。
二、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奖励领域和申报办法
（一）奖励领域
2021 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奖励领域为“管理
科学与工程”。

根据基金会的界定，凡是在如下领域作出杰出贡献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参与奖项评选：一般管理理
论与研究方法论、运筹与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博弈理
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预测理论与方法、管理统计
理论与方法、管理心理与行为、管理系统工程、工业工程
与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理论、服务科学与工程、系统可靠
性与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风险管理、知识管理、金融
工程、工程管理与交通运输管理等分支学科领域。
（二）获奖人资格
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为在管理学研究与实践
领域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奖者应具备以下
条件：
（1）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理论；
（2）推动管理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并已
经被实践证明有效；
（3）对中国或世界管理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
（三）申报办法
申报人请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起登录复旦管理学奖
励基金会官方网站（www.fpfm.org）下载并填写《复旦管
理学杰出贡献奖申报表》
（以下简称《申报表》
）。申报人
需提交: 1）完整的《申报表》电子文件 PDF 版及 Word 版
各 1 份，申报人签名处请附手写体签字或签字后扫描此
页（单位推荐盖章可选填，如有，则需另外附上原件扫描
件）；2）附件材料：即申报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及目录

（PDF 文件，
大小不超过 50M）。
本次申报只接受电子申报材料，无需打印邮寄。以
上所有材料请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发送至评奖办邮箱:
fpfm_po@fudan.edu.cn。邮件主题须注明：申报材料-姓
名。所有申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三、
“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
出贡献奖”的评选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
献奖”的获奖人均由基金会相关评审机构进行推荐、提
名、评审产生，不接受申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办公室 王老师
电 话：021-25011460
邮 箱：fpfm_po@fudan.edu.cn
地 址：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李达三楼 906 室，邮编
200433
各奖项的评选办法、时间安排以及其他未尽事宜请
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起，登录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网
站 www.fpfm.org 下载专区，查阅《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
会奖励办法》
《2021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实施
细则》或来电垂询。
本公告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负责解释。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