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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金友报道 今年1月30日
上午，记者在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
司五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看见黄
金娟身披“标杆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大
红绶带，又一次自信满满地走上领奖
台，她前行的每一步都很踏实。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

黄金娟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永无
止境。昨日已成过去，“电表”已经归
零。黄金娟的愿望是围绕计量检定做
新技术创新尝试，如利用物联网开展
计量用SIM卡的智能管理等。电能表
智能化计量检定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
技术体系，并且申请了2项美国专利，
也参加了国际发明展。为了进一步扩
展技术成果应用范围，希望能够申请
国际标准。

黄金娟希望2018年争取多出一
些新成果，回报企业，回报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她和她的团队的所有人。她有
一本著作即将出版，其中把在几十年
工作中形成的法制计量管理、电力计
量全寿命周期管理、电力计量检定等
方面的成果，梳理成文，总结出版，留
给年轻的同事和同行参考。

黄金娟说，工作不分男女，最重要
的是从心底里对工作和岗位的热爱。
因为热爱才能甘于付出，不计回报，无

怨无悔；因为热爱，才能瞄准方向，坚
持不懈，勇于攀登，相信所有人都能在
自己热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

“创新不是高大上的事情，我们一
线工人也可以创新，创新的阵地就是
岗位，创新的出发点就是发现并改进
工作中的种种不足。解决一个个实际
的小问题，就是一次次创新，就是在不
断积累中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黄金娟说。

黄金娟牵头研发的“电能表智能
化计量检定技术与应用”成果实现了
电能表检定从人工向智能化作业的变
革，荣获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她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设立以
来首位获奖的女性工人。个人共计获
得专利授权60余项，主编参编各类标
准4项，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9
项，先后获评浙江工匠、省五一劳动奖
章、省五一巾帼标兵、国家电网公司特
等劳模等荣誉称号。

记者冯伟祥报道 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衢州市分公司廿里支局是衢州市
邮政分公司下设在衢江区廿里镇的一
个基层服务网点，现有员工9人是清一
色的女性，平均年龄31岁。这支“娘
子军”团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情，
通过走“心”服务给予客户感动。

2月10日下午，廿里支局局长童
菲菲正在大堂值勤，门口一位奶奶急
冲冲跑到她面前说：“小童，我急死
了。”“奶奶，怎么了？”童菲菲关切地询

问。“小童，我老伴住院了，要急用钱，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密码。”奶奶急得要
哭起来。童菲菲赶紧递上一杯水，带
奶奶到客户等候区进行安抚：“奶奶，
不要急，钱存在邮政，非常安全，您放
心。”奶奶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了。在
童菲菲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取出了钱，
然后去医院交了住院费。

此后，这位老奶奶还专程带着两
个女儿来到支局对童菲菲表示感谢：

“你的服务真的很贴心！”从客户口里
说出“服务贴心”这四个字，让童菲菲
感到骄傲。

2016年 11月，“90后”童菲菲担
任廿里支局局长。她在工作中处处以
身作则，严格要求，以“同事是家人”的
理念管理团队，强化“能力提升+服务
提质”。加大对员工的业务培训，积极
开展员工综合素质培养，提升服务技
能，使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工作之
余，她经常组织员工开展健康有益的
娱乐活动，增进员工间的情感交流。

在童菲菲的影响和带领下，廿里

支局整个团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凝
聚力不断增强，员工在自身素质、服务
水平、团队协作、经营能力等方面均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员工中涌现出许多
爱岗敬业的感人事迹。员工来静的小
孩、父母同时生病住院，但她还是坚持
到岗位上班；理财经理王芬经常放弃
休息时间，投入到网点工作中，每天组
织下乡放电影活动，受到领导同事的
一致好评……

于细微处见精神。廿里支局从细
节入手，做好服务这篇文章。

营业大厅配备姜汤茶、小点心、一
次性雨衣、手帕纸等，为50岁以上老
人送上鸡蛋面条。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服务项目，让人感受到关爱。

付出终有回报。近年来，廿里支
局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先后荣获
省五一巾帼标兵岗、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岗等荣誉称号。

廿里支局的全体女员工，在自己
的岗位上展现出新时代女性的靓丽风
貌。

记者羊荣江报道 在浙江兰溪巨
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只要提起丁丽英
这个名字，人们便会想到那个整天拿
着瓶瓶罐罐穿梭在贮槽与仓库之间的
朴实身影。她个子娇小，不善言辞，对
人总会报以友善的微笑。

“小个子却有大能量”。丁丽英是巨

化“建功立业”先进女职工、“浙江省五一
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丁丽英自1993年在浙江兰溪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化工分析专业毕业以来，
一直在公司质检的分析岗位一线工
作。去年3月因工作需要岗位调整，成
了一名科研实验员。

在化验室工作期间，丁丽英秉着
“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的人
生信条，乐观向上，勤钻技术，在具体
的工作中逐步锻炼成一名熟练的化验
员。

丁丽英2008年开始走上班长岗
位，负责全公司原材料及各个产品的出
厂成品分析。任职这几年，她以加强班
组管理为基础，在业务知识实践和产品
质量把关上恪尽职守，至今未出现过任
何产品质量事故，达到了“千样无差错”
的工作目标。

丁丽英说，平凡与平庸根本的区
别在于是否注重学习。不管工作再
忙，丁丽英每天都会坚持看一些专业
书籍，从中不断汲取营养。在实践中

碰到一些技术难题，她会向部门领导
及技术人员请教，认真做好笔记。由
于虚心好学，她的工作水平得到很大
的提高，做每一项工作都能做到忙而
不乱。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8～
2014年在该公司举行的技术比武大赛
中丁丽英连年夺得第一名。从2008年
以来，在巨化集团举行的各类分析专业
技术比武中，她多次获得“优秀选手”称
号。在金华地区化学检验工的技术比
赛中，她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被授
予金华市化学检验“高级工”、金华市化
学检验工“技术能手”称号。

丁丽英参与了公司多项QC技术
攻关和科技进步攻关分析检测项目，多
个项目获公司QC成果一等奖。

对丁丽英来说，实验员承担的是
新的工作职责，除了做好部门各项事
务、实验室管理等工作外，还要参与项
目开发攻关试验、研发一体化体系和
内控等工作。丁丽英表示将努力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
每个细节中。

记者阮向民报道 乌镇再次走进
人们视线的时候，不仅仅是青砖黑瓦、
小桥流水的“江南style”。2014年，首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选址乌镇。千年古
镇，走向世界。

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伴之而来的
是乌镇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乌镇旅游公
司导游部责无旁贷。

60个年轻的女生，平均年龄还不到
25岁，但她们却有着大大的抱负。“我们
是导游，我们是CCO，我们是小天使。”
这是她们喊出的响亮口号。乌镇旅游
公司导游部经理邱亦婷告诉记者，CCO
意为热忱的文化创意者。这样的定位

就是希望通过导游的工作，把乌镇的文
化推介出去，传播出去。

走向国际化的乌镇旅游，首先要过
语言这一关。这些年来，导游部的每一
名成员除了学习导游基本技能之外，业
余时间坐进课堂，选修一门外语。导游
部按照客源情况，开设了英、韩、日、俄、
德等多国语言，除了英语，其他几门外
语对于姑娘们来说几乎都是零基础，但
她们选择了迎难而上。

要做好一名CCO，自身的传统文
化功底必不可少，导游部专门开设了书
画、舞蹈等课程，把乌镇的民俗文化、风
土人情贯穿其中，她们就如一张古镇流

动的文化名片，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乌
镇，来过就不曾离开”。

邱亦婷说，相比于其他岗位，导游更
需要关注细节，练就一身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的能力。她向记者说起这么一件
事。有一次，导游小潘在带团时，发现一
个小男孩有些异样，细心的她马上意识
到孩子可能身体出现了状况，询问之下
果然不出所料，而此时孩子的父母游兴
正浓浑然不知。之后，小潘把孩子送到
了医院，整个治疗过程，小潘全程陪伴。

现代乌镇，以互联网而闻名，乌镇
旅游自然也少不了智慧的元素。为此，
导游部开发了微信语音导览服务，游客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各景点二维码即可
听取在线讲解。导游部还完善了导航
系统，乌镇景区的每一座桥、每一个卫
生间都被细化在地图上，游客绝对不用
担心进入景区后找不到方向。

去年2月，乌镇旅游公司导游部被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巾帼标兵岗
荣誉称号，这让姑娘们更加坚定了成
长的信心，激发她们在乌镇国际化进
程中建功立业。

记者周金友报道 至今还清楚地记
得，2015年4月27日上午，在杭州开往
北京的高铁列车上，记者为当时进京接
受表彰的全国劳模杨会娥拍摄了一张照
片，她的笑容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前，电话采访远在外地工作的杨
会娥。说起近年的研究成果，杨会娥惜字

如金，简单地告诉记者，完成了低温室效
应电子特气碳酰氟中试，技术水平达到国
际领先；完成了一种氟材料关键单体全氟
烯醚中试；一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说到新年计划，也就13个字:开展
碳酰氟推广应用及产业化。

杨会娥现任中化集团下属中化蓝天
浙江化工研究院氟碳化学品研发和技术
中心主任。20多年来，她一直在一线从
事氟化工科技创新工作。攻克了系列
ODS（破坏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生产核
心技术——气相氟化催化剂制备技术，
填补了ODS替代品生产的国内空白，引
领了我国环保型制冷剂的发展，为我国
氟化工行业快速发展和环保产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她所参与的“环境友好五元环
含氟材料催化合成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荣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成为员工的楷模。

杨会娥扎根事业，为国家氟化工科
技事业与国家ODS替代品工程中心创
新 平 台 建 设 贡 献 力 量 ，开 发 了
HFC-134a、HFC-125等约十种ODS
替代品。先后承担“863”等国家省部级
创新项目11项，取得省部级以上成果8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15件，在国内外著
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

杨会娥勇于创新，带领科技团队实
施创新驱动，促进成果转化，积极创造
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所
开 发 的 ODS 替 代 品 生 产 技 术 有
HFC-134a、HFC-125 等 4种实现产
业化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
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
利润超过20亿元。

在带队伍时，杨会娥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是：“你的想法可以‘好高骛远’，但
是做事情时一定要‘脚踏实地’。”在工
作中，杨会娥从不吝啬，她会将方法和
诀窍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杨会娥甘于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创造价值、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她常说的四个字是“不怕失败”，凭借着
不怕失败的信念，她一次次寻找突破
口，一次次攀登高峰。她说：“这一过程
就像培育自己的孩子，会争取创造更好
的环境使他健康成长。虽然过程艰苦，
但是成果却让我欣慰。”

杨会娥的同事给她的评价是：吃得
了辛苦、耐得住寂寞、领得了潮流。

见习记者张浩呈报道 从业20年，
从车间一线普通酸洗工干到了公司管理
层，张雪贞用事实证明了在车间内以男
性为主力的“粗活”女人也能干好。20
年间，她先后摸索总结出的工艺创新产
品30余项，为企业结构调整作出了重大
贡献，她本人也从一开始的“十万个为什
么”，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专业能

手，并于2010年获得“金锤奖——丽水
市十大杰出职工”、“浙江省杰出职工金
锤奖”，2017年获得“浙江工匠”称号。

1998年，张雪贞进入浙江固驰电
子有限公司，被安排在管芯车间酸洗
工序，“刚进车间我对酸洗工序一无所
知，为了能尽快干好这份工作，遇到不
懂的逢人便问”。酸洗工序是个化学
反应的过程，其反应物的量、温度、气
候、反应速度都是一个要求严谨且敏
感的过程，此道工序对管芯的质量起
关键作用。

长期以来，管芯合格率在70%左
右，是企业制造成本较高的主要因素，也
是行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难题，一些
资深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感到头痛、棘
手。“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看到这么多
不合格品造成公司的制造费用居高不
下，我下定决心要提高产品的合格率。”
张雪贞说。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张雪贞就利用

工作之余边思考边总结，不懂的就去问
专家，查阅书籍，“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
法，要干就要干好，绝不能退缩。”经过半
年多的时间，历经500多次的反复试验，
张雪贞试验出来的操作方法最终使产品
合格率从70%提高到85%以上，酸洗工
序在工作效率上同步得到提高。之后，
她又解决了整流二极管其反向峰值电流
特性值偏大的问题，管芯酸洗合格率从
85％提高到95％以上，企业产量增长6
倍以上，职工工资收益明显增加，年同等
产量减少用酸量 40％，年节约用水
6500多吨，为企业的积极推进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

在生产一线多年摸爬滚打后，如今
的张雪贞走上了公司管理岗位，并且成
为公司唯一一个拿到股份的职工。从

“十万个为什么”到独当一面的女工程
师，不服输的张雪贞用执着坚守很好地
诠释了工匠精神。“虽然岗位在变，但创
新钻研的精神不会变。”张雪贞说。

巾帼风采录

国家科技进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性工人黄金娟：

创新路上不止步

黄金娟的身上透着一股工匠精神。
记者周金友 摄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衢州市分公司廿里支局：

九朵金花别样美

严把产品质量关的巨化“质检尖兵”丁丽英：

千样产品无差错

乌镇旅游公司导游部:

古镇流动“金名片”

坚守氟化工科技创新阵地20余载的全国劳模杨会娥：

扎根一线助攻坚

杨会娥的笑容给人深刻印象。
记者周金友 摄

用20年执着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的女工程师张雪贞：

持守匠心不服输

“九朵金花”全家福。

丁丽英在进行质检工作。 张雪贞工作照。

温暖的乌镇旅游公司导游部大家庭。

三门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三烟公告字[2018]第05号

2018年02月28日，我局在三门县海游街道爱信实验小学后面中
通快递内查获的卷烟中华（软）10条、黄鹤楼（1916特制）8条、黄金叶
（天叶）5条，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
县烟草专卖局，联系人：王涛 联系电话：13656768656） 接受调查处
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三门县烟草专卖局（印 章）

2018年03月12日

三门县烟草专卖局公告
三烟公告字[2018]第06号

2018年03月07日，我局在三门县海游街道爱信实验小学后面
中通快递内查获的卷烟中华（硬）50条，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请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
门县烟草专卖局，联系人：王涛 联系电话：13656768656）接受调查
处理。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
处理。

特此公告。
三门县烟草专卖局（印 章）

2018年03月12日

杭州华成有机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华成有机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华成有机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淳安千岛湖和顺果蔬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本社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社，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道度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富阳金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泛华展览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中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从8000万元减至2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中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温州君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
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21
日。
联系人：单经理 0571-86012501
邮编：310006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
广场5楼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
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13日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施工资质变更公告
现杭州高运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原有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证书编号为
D233036890）平移至其全资子
公司杭州高运永加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名下。杭州高运园
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建工程
将由杭州高运永加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承诺完成履行至保
修期结束。杭州高运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现有债权债务，杭
州高运永加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杭州工程处（账号：
1202021209900167552）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10033380401，开户银行为中
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武林支行，声明作废。

富阳市宏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123909622）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10056282501，开户银行为中国人民
银行富阳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 2016 年 11 月 01 日由金东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金华市巨金机械厂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03672577822X，声明作废。

宁波博可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00497069，声明
作废。

陈 菁 菁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523198310070026)遗失注册会计师证，
证书编号：330002410015。声明作废。

杭州永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杭州
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09 月
25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2776646183A（1/1）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浙江省城乡规划协会遗失
法人章（法人：顾浩）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省总工会遗失财政票

据领购证一份，编号560201，声
明作废。

浙江省总工会
2018年3月12日

杭州富阳硕果农副产品销售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企业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杭州富阳铭大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企业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杭州富阳思蓝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由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01 日核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83322897746E 的 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富阳城东综合市场明昊干

货店遗失由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05 月 11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330183600576683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富阳亦鑫数码广场逸天电脑商
行遗失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富
阳分局 2012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330183600396744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常万伟遗失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建筑专
业），现单位名称：温州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身份证号：412926197206064417，证书编
号：0083715,声明作废。
本人吴子敬在下沙瑞纺商贸城丢失 5A045、
5A046仓库的 5000元押金条，如有找到请联
系我，谢谢！电话:15355000062
宁波市北仑竹马文具制造有限公司遗失
2015年 3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30206000133810声明作废。
夏美奇于2018年 2月 15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士兵证，身份证号：342425198408207132，
签发机关：西湖区公安局；士兵证号：南字第
0423934，签发机关 73021 部队，丢失期间任
何人不得使用，特此声明
浙江快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代码：91330200MA282C9Q1P声明作废
宁海振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3月
9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
91330226MA281L1J2Y声明作废。
宁波彩色斑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代码91330203MA281CAJ57声明作废。

绍兴念锦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7100535820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证号G1033062114143922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天衡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杭州华坤道威云孟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真的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将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人民币减到 10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特此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经宁波阳明道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成立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良彪 联系电话：13645742678
地址宁海县深甽镇三坑村（住宅）邮编315600
宁波阳明道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