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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网东阳市供电公
司联合东阳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巡特警大队、吴宁派出所和
保安公司在东阳电力调度大楼
开展反恐实战应急联动演习。

电力调度大楼作为电力
设施重要生产场所，是防恐反
恐重点单位。演习模拟了一
伙不明身份人员，开一辆无出
入证车辆欲进入供电公司并
试图强行进入东阳电力调度
大楼。遇到突发情况，东阳供
电公司立即启动反恐应急预
案，保安队长第一时间使用

“一键报警系统”向公安部门
报警，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应急小分队使用盾牌、防暴钢
叉和抓捕器与“歹徒”展开周

旋。东阳市公安巡特警大队、
治安大队接警后，第一时间到
达电力调度大楼开展现场部
署，将“歹徒”成功制服。演习
过程中，东阳供电公司各部门
积极配合，党员干部带头参
与，演习流程严谨逼真，达到
了预期效果。

通过反恐防暴演习，有效
提升了东阳供电公司面对恐
袭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应急救
援水平。下一步，公司将进一
步提高员工反恐防暴意识和
技能，落实保供电工作和安全
生产、维稳工作，提高电力设
施保护能力，确保公共财产和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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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优博纺织品有限公司
伍建强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2.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伍建强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绍兴优博纺织品有
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根据绍兴优博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伍建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编号为：YB20190621日期为：2019年6月21日），绍兴优博
纺织品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伍建强。绍兴优博纺织品有限公司与伍
建强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伍建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伍建强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伍建强：13186691888
绍兴优博纺织品有限公司：13106322518

绍兴优博纺织品有限公司
伍建强

2019年6月27日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担保人

浙 江
昌 峰
印 染
有 限
公司

8911120130016796 20000000.00

相应利息（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绍兴融鑫投资担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浙江鑫盛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雄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朱
建敏、何兴荣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与
上虞金帝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与上

虞金帝消防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5月20日前名称
为上虞市金帝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信贷资产
转让协议（卖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
支行已将SXZX04S1011120086合同项下对借款人
绍兴四季佳业服饰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上虞金帝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现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绍兴四季佳
业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四季佳业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担保人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俞黎萍、李煜、
俞伟刚、李少美，自公告之日起向上虞金帝消防工程
有限公司履行约定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抵押人可忽
略。上述信贷债权的还款义务人（包括担保人）若有
遗漏的，不代表华夏银行绍兴上虞支行与上虞金帝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放弃对其权利的主张。

联系电话：0575-88581807 0575-82718659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上虞金帝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派生分立公告
经杭州热威机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杭州热威”）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分立。本次
分立的形式为派生分立，原公
司杭州热威存续。杭州热威
分立为杭州热威机电有限公
司（存续公司）和杭州河合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
司）。分立前，杭州热威的注
册资本为38400万元。分立
后，存续公司杭州热威机电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36000万元，新设公司杭州河
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2400万元。分立后，
原杭州热威机电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分立后存续的杭
州热威机电有限公司及杭州
河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
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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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杭州热威机电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6日

嵊州市北漳镇越雷石材经营部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12月31日核发的注册
号92330683MA2FFPPX3H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嵊州市金庭镇香炉峰果木专业合作社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0年5月20日核发
的注册号93330683556166428A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西湖区潭口人家食品店（税号3301061958111715281J）遗失浙
江省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二联并联无金额限制版）9 份，发票代码：
133011620329，发票号码：00039686、00039688、00039689、00039691～
00039693、00039695～00039697，声明作废。

杭州巨德物流有限公司（税号91330102MA27W2N035）不慎遗失浙江
省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4 份，发票代码：133011230233，发票号码：
00014329、00014332、00014335、00014340，特此声明。

东阳供电：
“警企联动”反恐实战演练

近日，常山县因暴雨强降水天气，G205国道石门坑路段行道树被
狂风刮倒，占据半幅路面。县公路管理局城北公路站养护、路政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经过半个多小时清理，道路恢复畅通。 徐莹 蔡冬英

为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弘扬无
私奉献精神，近日，衢州市公路管理局组
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来自局机关、市高
速路政大队、市高速治超站的40余名干
部职工参与，共无偿献血11600毫升。

活动现场，干部职工积极配合医务
人员填写献血登记表、量血压、抽血化
验、排队献血。有的职工连续多年参加
无偿献血，最高的已累计献血5000多毫
升。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无偿献血是功
德之举，是爱心和勇气的体现，是践行

“衢州有礼”的一个具体行动，既展示了
衢州公路人责任担当和良好形象，也有
效助推了社会文明进步。 汪诚

衢州公路：
无偿献血践行“衢州有礼”

常山公路常山公路：：雨中排险保畅雨中排险保畅

湖 州 博 远 家 居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330503MA28C8RY5G）遗失合同专用章
（5）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聚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9年3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12MA291QWRX9，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慈城张慈江汽车货运部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2050035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张小盒饮
品店公司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阳明街道办事处遗失空白公益事业
捐赠统一票据 25 份，代码：21101，票号：
1650034501-1650034525，声明作废。
浙江自贸区悟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潘鹏）各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亿企飚(舟山)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901MA2A25RQ9G)经
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
万人民币减至 1000万人民币。债权人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磊磊 联系电
话:18967201629 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临城街道翁山
路416号中浪国际大厦C座2203室
减资公告：浙江自贸区海硕泰鸿石油化工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901MA2A32JJ8H)经股东决定，将本公
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人民币减至1000万人
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鹏 联系电话:18094501043 地
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
企业服务中心301-12644室(自贸试验区内)

嘉兴市南湖区东栏街道王国辉粮油食品店遗
失通用机打发票21张，代码133041830432票
号 02079834-35、02079837、00365924-39、
00365941-4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浙江一徉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
币减到 1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浙江弘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
股东会决定解散公司，并同时成立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联系
人：沙程鹏 联系电话：13958067021 浙江
弘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贤锋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贤锋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 协 议 编 号
02WZB2016001-2019001 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苍南伟康商贸有限公司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乙
方杨贤锋，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
贤锋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杨贤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杨贤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通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05775559
杨贤锋 联系电话:1380655083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贤锋

湖州市第三幼儿园坚持安全
第一的原则，加强防震减灾宣传
教育，普及地震应急避险知识，日
前，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防灾减灾

安全常在”系列活动。湖州公安
萌警团走进校园开展了“地震避
险逃生演练”活动。

通讯员费含英 摄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
员朱蓓蕾报道 近日，浙江交通
集团杭海城际铁路项目首座验
交车站——海宁高铁站土建主
体结构宣告完工，杭海城际铁
路三标段土建施工单位中铁十
局向机电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

程局交过了接力棒，标志着海
宁高铁站土建施工圆满完成，
正式转入机电设备安装和站房
装修施工。

在海宁高铁站土建施工的过
程中，浙江交通集团杭海城铁公
司携手施工单位中铁十局，认真

落实各项设计规范要求，严把材
料关，加强过程施工组织和质量
安全控制，优质高效完成了海宁
高铁站站厅层、承轨层和站台层
土建主体工程。该站施工单位中
铁十局于6月15日顺利完成了标
段全线制架梁任务，实现了杭海

城际铁路工程高架区间和地下区
间顺利连接。6月20日，海宁高
铁站土建主体工程以优异的实体
质量顺利通过了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接收
单位五方联合验收。

杭海城际铁路全长48.1km，

总投资142亿元，设站13座，海宁
高铁站是杭海城际铁路全线13座
车站之一，其位于沪杭铁路海宁
西站北侧广场前，采用高架三层
侧式车站设计，并以人行天桥与
沪杭铁路海宁西站实现无缝对
接。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
梁侠、庄朝曦报道 昨日，杭州海
关、杭州博物馆文物交接仪式暨
杭州海关罚没文物特展在吴山脚
下的杭州博物馆拉开帷幕。这是
杭州海关经海关总署核准，继
2017年向浙江省文物局移交77
件（套）文物并入藏杭州博物馆
后，今年再次将罚没的99件文物

移交入藏。
历史悠远的商周贝币、战

国蚁鼻钱，饱经沧桑的五代雷
峰塔砖、清浅雕神像石碑……
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在橱窗里摆
着，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源远
流长。“原本它们可能已经流落
在异国他乡的某个角落，多亏
了海关关员对国门的把守，让

他们留在了祖国！”从杭州海关
财务处负责人手中接过文物移
交书后，杭州博物馆馆长杜正
贤说。

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为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杭
州博物馆推出了为期两个月的

“同心守护——杭州博物馆藏
杭州海关罚没文物特展”，从近

年来杭州海关移交罚没的文物
中精选了83件予以展出。本次
展出文物涉及钱币、瓷器、书
画、石刻等多种品类，其中国家
三级文物 7 件，主要为近年来
杭州海关在空港旅检和邮检渠
道查获。

杭州海关提醒：根据《文物出
境审核标准》规定，凡在1949年

以前（含1949年）生产、制作的具
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
物，原则上禁止出境。其中，
1911年以前（含1911年）生产、
制作的文物一律禁止出境。除此
之外，还有两类文物也是禁止出
境的，包括近现代诸如齐白石、潘
天寿等一些大师的作品，以及古
生物化石。

新华社长沙6月26日电 76
岁的黄维忠经常到家附近的广场
散步。他抬头就能看到一座6米
多高的纪念雕塑——战马嘶鸣，
旌旗猎猎，红军指战员威风凛凛。

雕塑的深色石砖上雕刻着巨
幅《红六军团长征路线图》。黄维
忠骄傲地指着它说：“就是这，我
们寨前。”

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镇是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光
荣名字。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
85年前曾来到这里。

“他们不肯惊扰老百姓”

黄汉尤今年75岁，他说，父
亲黄先谨时常向他讲述一个情
景：一天晚上，镇上来了很多红
军，当时没有大路，他们是从江西
那边走小路过来的。

“红军穿着草鞋，有年纪大点
的，有年纪小的，就这样住下来
了。”他说。

这支队伍来自——井冈山。
士兵们都是些贫苦的农民，平均
年龄不到20岁。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由于局势日益恶化，7月
23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
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
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立
新的苏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
任石仲泉说，与红七军团的北上
一道，这应被视作红军实施战略
转移的准备。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
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
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
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县城
以南的寨前圩。

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桂
东，此地路途高险，山岭奇绝，云
雾缭绕。县志这样形容位于罗霄
山脉腹地的桂东：“山开八面，水
汇双溪，虽弹丸之地，卓有金汤之
固，环山以为城。”

毛泽东在这里颁布《三大纪
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

疲劳的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稍
事休整，用银元向村民们购买食
物。黄维忠说，他的岳父陈祥文
那时还是孩童，好奇地跑到红军

的驻扎地，看见部队从老百姓那
里买回一头猪，杀了给伤病员们
煮肉。伤员很多，但红军招呼岳
父过去，把肉分给他和村里孩子，
又把剩下的肉分给村民。

“岳父总跟我说，红军好像家
里的亲人。”黄维忠说。

黄汉尤说，六军团军部驻扎的
地方，在他家街对面的药铺。“他们
不肯惊扰老百姓。在征得主人同
意后，他们把门板拆下来铺在街
上，睡在上面过夜。早晨起来，他
们又把门板原封不动装回去，并将
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担起水桶，
到河边帮老百姓挑水。”

探路者要有牺牲精神

“红军突围的消息，震惊了敌
人。国民党军展开围追堵截。”桂
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介绍，红军
决定放弃在桂东发展游击战争的
计划，以强行军越过耒阳、宜章公
路，经过新田等地，抢渡湘江，继
续西进。

8月12日，部队在寨前圩的
河滩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誓
师西征。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

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萧克、
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

“那天，就在那个河滩上，站
着许多荷枪实弹的红军，有的还
带了伤，但个个精神抖擞。”黄汉
尤站在纪念广场，讲述父亲对他
重复过多遍的场面。

当日，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
的西征之路。作家王树增在《长
征》一书中写道，后来中央红军从
中央苏区出发后，就走在红六军
团走过的路上。

萧克曾回忆说，红六军团突
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征早两个
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
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石仲泉说，红军长征，最初叫
“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
“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2
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
《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他
说，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西征，带
有探路性质。

“当时要战略转移，肯定要有
人先牺牲先探路，探路的队伍是冒
着很大风险的，前方的千难万险都
不知道，要讲大局、讲纪律，要有不

畏牺牲的精神。”罗健东说。
红六军团千里转战，与围追

堵截的国民党军血战，损失很
大。羊东坳一次战斗后，当地
400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才把
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红六军团终于10月抵达贵
州北部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
二军团会师。据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
征史》“长征的序幕”一章记载，

“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
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
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后来，二、六军团主力北上长
征，被编入红二方面军，实现红军
三大主力会师。“完成长征的中国
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武装力量。”王树增写道。

6月桂东，山风习习。金色
阳光洒在红六军团誓师西征的旧
址上，年轻母亲牵着学步的孩童
从雕塑边走过。

黄汉尤说，去年有一些学生
重走长征路，来到桂东，听他讲红
军故事。“我要让孩子们记住，我
们是从哪里来的！”

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重返红军长征先遣队誓师地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近
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公众
发布了《关于建立虚假诉讼失信
人名单制度的意见（试行）》，并公
布了全市首批虚假诉讼失信人名
单。据了解，中级法院与基层法
院两级联动建立虚假失信人名单
制度在我省尚属首次。

虚假诉讼是法律名词，就是
打假官司，是指当事人出于非法

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
诉讼权利，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
事实及证据的方法提起民事诉
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裁
定、调解的行为。与“恶意诉讼”
有相似之处。

自2016年至今，台州市法院
共发现虚假诉讼线索362条，向
公安机关移送虚假诉讼线索202
条。通过对近三年案件的研究分

析可以发现，目前该市的虚假诉
讼行为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
纷、离婚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民
事案件领域。由于当事人之间往
往具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而法院
在民事诉讼中仅有一般的调查权
而无侦查权，因此，准确识别虚假
诉讼行为一直是法院面临的一个
难题。

而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
制度的方式，正是解决这一难题
的有效方法之一。首批名单中共
有91人“上榜”，均为近三年来在
全市法院审判执行过程中存在虚
假诉讼行为的人员。其中30人
已被采取罚款、拘留等民事惩戒
措施，52人被认定为犯罪予以刑
事处罚，还有9人已被公安立案
侦查。

根据《关于建立虚假诉讼失
信人名单制度的意见（试行）》，台
州市法院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
和遏制虚假诉讼行为。对外，将
定期更新名单，并通过诉讼服务
中心、法院自媒体等平台向社会
公众曝光，同时将名单信息抄送
给发改部门、人民银行等征信机
构、司法行政部门等，迫使其诚信
诉讼。

台州法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
首批名单中共有91人“上榜”

防灾减灾 安全常在杭海城际铁路首座车站土建主体结构完工并验交

打击文物走私初见成效 83件精品在杭州博物馆展出

杭州海关罚没文物特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孔
德琪、张见明报道 日前，由宁波市
总工会主办、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
公司承办的宁波市第三届职工技
能大赛安全管理专业竞赛在舟山
鱼山岛举行。

来自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巨兴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等12支代表队的50

余名安全管理专家参加了安全理
论、区域安全模拟检查、应急事件
处置、安全事故分析等5项管理技
能的比拼。

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
题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本
次竞赛从模拟安全小结到现场安
全检查，最后是模拟应急演练，每
一项比赛的方式和内容都紧扣这
一主题。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宁波市总工会举行安全管理专业竞赛

模拟触电事故开展的应急救援，对事故者实施心肺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