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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网台州供电公
司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把客
户需求贯穿于公司各项工作，实
现“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
意”，架起电力与广大用户的连心
桥，切实推进服务转型，有效提升
服务质效，践行“妈妈式”服务。

“三走进”，
提升电力优质服务水平

走进政府部门。台州供电公
司对接政府规划、发展改革、招商
引资、经济和信息化、建设部门
等，收集重点规划项目、园区建设
信息，详细了解政府 2018 年、
2019年重点项目落地规划、招商
引资情况，掌握电力规划、线路迁
改等电力服务需求情况，及时更
新电网规划建设方案，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

走进园区企业。台州供电公
司及时跟进园区即将入驻企业等
优质电力客户，提前开展摸底测
算，协助推动用电施工，加快落实
业扩配套项目投资建设；掌握园
区企业生产特征、经营状况、电费
支出情况、能耗情况、近远期规
划，征求客户对电网建设、电力供
应、优质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并向客户宣传有关供电法规和政
策，指导客户节能降耗，帮助客户
提高用电效率，改进用电方式，促
进客户效益的提高。

走进社区乡村。台州供电公
司结合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总要求，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走访社区、村委详细了解农村
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供电基础设
施完善情况，实地考察精品台区
带建设。同时，公司大力宣传农
村居民用电安全知识，营造良好
的供用电关系，提高农村社区对
电力服务的满意度。

精简手续流程，
持续提升业扩服务质效

积极强化推广“最多跑一
次”。通过线上申请、上门服务等
方式，台州市目前所有居民办电
业务和企业部分常用办电业务共
计16类，可实现“一次都不跑”，其
他相对复杂的高压用户新装及增
容、低压非居民用户新装及增容
等 5 类业务可实现“最多跑一
次”。去年，台州供电公司主动加
强与市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沟
通，在台州综合服务中心和集聚
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立“最多跑一
次”电力服务窗口。以往居民为
了做到房水电气过户，需跑腿5
次，提交申请材料12份，历时大约
13天，现在只需跑腿1次，提交申
请材料5份，1天就可办好。

努力缩减服务流程。台州供
电公司深入开展业扩提质提速，
根据业务流程类型，进一步梳理
业扩报装及变更用电资料收取清
单，精简申请资料30.0%；取消低
压用户和普通高压用户设计审查
和中间检查环节，取消不必要的
内部审批环节，合并费用确定及
业务收费环节等，共计“精、简、
并”业务流程环节59.9%；进一步

压缩业扩报装各环节时间，推出
新装、增容等业扩报装一证受理、
服务调度、预约服务等新举措，有
效提高办电效率。

严格规范业务办理。结合业
务流程优化，台州供电公司进一步
梳理修订业务办理告知书，用户办
理相关业务时履行“一次性告知”
义务，介绍业务办理流程及时限、
业务收费标准以及“三不指定”告

知，由用户签字确认，保障用户的
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推广低压居
民客户申请“免填单”，客户通过电
子渠道线上自行申请，开发业务勘
查、停送电管理、计量装拆等移动
作业微应用13项，将移动作业应
用植入业扩报装流程，有效减少客
户往返，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同时
确保报装时间的真实性。

加快服务机构转型。为了更
有效地做好“妈妈式”服务，台州
供电公司成立供电服务指挥中
心，全面整合公司内部服务资源，
将线上线下办电申请、外部市长
热线、公安、城管等转派工单、国
网客户中心95598工单等统一汇
集起来，开展集中管控、及时处
理、预约式服务，并对各环节完成
质量和效率进行评价，真正实现
客户服务的闭环管理，从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上更加有
效地支撑“妈妈式”服务。

加快配套电网建设，
支撑地方发展

加快政府规划调整的对接
进程。台州供电公司及时跟进

政府规划调整方案，跟进企业
新建发展情况，充分掌握区域
电力需求，结合区域建设提前
谋划电力设备布局，支撑地方
发展。

加快各工业园区内的配套
电网建设。未雨绸缪，台州供电
公司与园区开发同步启动电网
建设，做到园区路通电通，确保
用户“早接电、早用电”。同时，
公司将进一步开展供电所服务
资源整合，增设各类园区服务机

构，打造“全能型”供电所，直接
对接地方政府和园区客户，快速
响应客户用电需求，实现一站式
全过程服务业扩项目。

研究出台小微企业的用电
服务办法。台州供电公司打破
传统园区专变供配电模式的局
限性，在小微园区项目立项前，
主动对接政府，确定园区初步
供电方案；一次性书面告知园
区配电工程相应设计施工标
准，综合考虑入驻企业近远期
用电负荷需求，在企业入驻前
完成电气设备在内的基础设施
建设。同时，公司优化小微园
区供电服务模式，根据园区规
划方案，原则上以独立产权或
采取物理隔离的独立租赁区域
为最小供电单元，实行“直供到
户”，满足用户开具电费增值税
发票抵税的需求。

宣寒薇与苏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宣寒薇与苏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宣寒薇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苏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宣寒薇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苏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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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苏

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宣寒薇

苏州市叔宝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8月13日

践行“妈妈式”服务

台州供电用心架起连心桥

江山市小凤饭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8231968030411248A，声明作废。
胡媛芫遗失由宁波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开具的质量保证金 10000元，物管费保
证金 16167.5 元，POS 机押金 5000 元，装修
押金5000元，收据号码0003974.由宁波万达
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保证金
88622元，收据号码 0000507.由宁波万达商
业广场有限公司开具的租赁保证金 100000
元，收据号码0000504.特此声明
衢州利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合同章一
枚，声明作废。
邢海云遗失嘉兴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收款收据 1 份，号码 0000217，金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
10006万元人民币减至5006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我公司拟对新建项目的铝合金门窗工

程进行公开招标：
1. 项目名称：浙江枫桥杭派服饰产业基

地项目2#地块铝合金门窗工程；
2. 项目概况:共15幢厂房，1幢办公用房，1

幢宿舍楼，层高5-16层，总建筑面积13.9万㎡，开工时间2019年5月，地点诸暨枫桥。
拟定开标时间：2019年8月底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0日
报名方式：电话预约
预约电话：13616516057
邮箱：396866489@qq.com
联系人：赵玉孝
企业要求：仅限绍兴市范围内当地铝合金门
窗施工企业。

浙江枫桥杭派服饰产业园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嵊州市国商连锁超市崇仁店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
92330683MA 29EY D 43A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理赔救援，众志成城。中国
人寿浙江公司履职尽责应对超强
台风“利奇马”。

根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灾情理赔应急管理办
法》，公司向社会承诺并提供包括
主动寻找客户、多渠道受理报案、
简化费用报销申请资料、取消定

点医院限制、提供预付赔款服务
等九大服务举措。截至8月11日
20时，共有12名出险人员为公司
承保客户，涉及意外身故风险保
额97.55万元、意外医疗及津贴风
险保额7.48万元。

“利奇马”来临前，中国人寿
浙江省分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重大突发事故应急预案，成立
省、市、县三级公司应急工作小
组，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及客户搜
寻确认工作。

在重点灾区温州、台州等地，
各地分支机构迅速展开查勘救援
行动。温州迅速组建三个理赔服
务小组，在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山
早村时，部分道路坍塌车辆无法

通行，组员顶烈日冒酷暑，徒步行
走十余公里到达受灾村庄。在台
州，临海全市内涝严重，临海支公
司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全员
值守，公司门口设立了食品供应
点，向群众免费提供矿泉水、八宝
粥、牛奶等应急物资；三门支公司
积极参与山陈村灾后重建工作，
为该村孤寡老人修补屋顶。在杭
州，临安龙岗、岛石两镇突发山
洪，引发泥石流，分公司立即派工
作小组赶赴现场查勘险情。

灾后，中国人寿浙江省分公
司将继续主动对接当地民政、残
联、乡镇、计生等有关部门，积极
跟进，主动协助政府做好抢险救
灾工作。

抗击抗击“利奇马”，中国人寿在行动

图为公司理赔救援人员徒步前往永嘉山早村图为公司理赔救援人员徒步前往永嘉山早村。。

8月7日至12日，中建三局
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华
东杭州公司累计超过 200 余人
坚守在抗台应急值守的岗位上，
众志成城迎战台风“利奇马”。8
月11日，华东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阮传锡，副总经理周云
富，总经理助理兼杭州公司经理
邹永恒等奔赴受灾严重的台州
项目工地进行慰问，感谢大家的
坚守和付出。

杜志华、陈醒 摄

你们辛苦了！
见习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王丽

娜报道“感谢你们，这是我们从
昨晚到今天中午吃到的第一顿热
饭！”8月11日中午12点，在受台
风“利奇马”侵袭受损最严重的永
嘉县岩坦镇山早村，现场搜救的
武警官兵从永嘉县“红十三爱心
社”志愿者邵若珍手中，接过散发
着热气的盒饭，大口大口吃了起
来。

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肆
虐，永嘉县多地开展了争分夺秒
的生死救援。在受损最严重的永
嘉岩坦、岩头、鹤盛、云岭、沙头等
灾区伤员转移的重要救援通道
上，有一辆流动“送餐车”为消防、
武警、电力、通讯等救援人员和受
灾民众，送上准备好的一份份热
气腾腾的盒饭，用大爱温暖了大
家的心。

国网永嘉县供电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徐青青介绍说，8
月10日下午，他在爱心社的微信
群里召集志愿者，短短几分钟，就
有几十人接龙报名。

由于山洪暴发、山体塌方，山
早村电力设施严重受损，现场电力

抢修一直在争分夺秒紧张进行，“红
十三爱心社”志愿者们分5组跋山
涉水为30个抢修点的500名现场
抢修人员送去盒饭。“连续3天，大
家早上出发奔赴各个受灾点送餐，
夜里12点还在返程的路上。”

截至昨日中午12点，“红十
三爱心社”志愿者们已驱车前往
岩坦、岩头、鹤盛、云岭、沙头等

地，累计送出2500份爱心盒饭。
永嘉县“红十三爱心社”是县

总工会职工社团矩阵之一，核心成
员为13名国网电力女员工，现有
成员177人。从1999年开始，她
们坚持开展爱心助学、扶贫救困等
公益活动，帮助贫困学生等困难群
体5000多人，义务献血20多万毫
升，参与公益活动近万人次。

爱心社志愿者为电力抢修人员送上盒饭。 通讯员李金辉 摄

生命救援通道上的爱心盒饭

本报讯 通讯员徐元臻报道
“11日天气放晴，我们立刻组织
人员前往紫阳街道，帮助固定倾
斜的百年大树、清理环境卫生，
并配合做好灾后防疫宣教工
作。”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
建设局城南房管站管辖公房
1900余套，地域范围包括紫阳、
望江、南星三个街道，因前期抗
台准备工作充分、应急处置得
当，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
障。昨日，城南房管站站长戴嘉
俊介绍，目前，被转移的67人已
安全回到家中。

据介绍，受“利奇马”影响，8

月10日，白马庙巷56号公房后
侧几棵百年大树倾斜，严重威胁
住户生命安全。接到社区求助
后，城南房管站一边联系避风场
所，一边询问住户情况。经沟通
协调，宋都集团提供25间房作为
临时过渡场所，房管站帮助社区
一同转移住户19户，共计67人。

“台风虽然已经过境，但对辖
区内公房、历保建筑、危旧房等危
险点的摸排、翻修等工作还要继
续做好。”戴嘉俊说，将继续加强
巡查，并组织维修保障队伍，对居
民反映的漏水、渗水等情况进行
及时跟踪，确保住户灾后安全。

受台风影响，台州大陈岛
上通信中断，大陈岛与主城区
失去联系，成了信息孤岛。8 月
10 日上午，中国电信台州分公
司维护人员攀着湿滑的钢条，
爬上高耸的角钢塔，通过“远程

盲修”率先抢通了大陈石牌坊
至温岭隔海的微波网络，大陈
岛上的居民终于可以用电信的
电话向焦急等待中的亲友，报
出一声平安。

通讯员张继艳、刘兰 摄

紧急抢修

杭州上城区城南房管站台风天守护居民安全

被转移的67人
已安全回家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
郑轶文报道 台风过后，雨后初
霁，阳光正好，宁波帅特龙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帅特龙”）内一
派忙碌景象，仓库里、小广场上，
约800名员工齐上阵，一同加入
到灾后自救队伍中来。“目前已基
本准备就绪，周一我们已经照常
开工，正常发货！”帅特龙总经理
励春林表示。截至 11日下午 5
点，企业已基本清扫完毕，可投入
生产运作。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宁波
海曙洞桥镇上水碶工业区成为积
水“重灾区”之一，由于水势大、地
势低，加之江水倒灌、抽水作业难
等原因，不少企业“泡了汤”，帅特

龙的积水一度达到1.3米。“从10
日开始，便有员工陆陆续续自发
赶来参加抢险自救，至 11日当
天，员工基本到岗。”励春林说。

现场，由于公司日常存放周
转箱的地方正靠河岸且地势较
低，尚有没过小腿肚的积水，工人
们正打捞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周转
箱。往前走，几十名女工正忙着
刷洗浸过积水的周转箱，几千个
蓝色周转箱被整齐地叠放在公司
空地上晒太阳。而在前方的电镀
件、网布、成品等仓库里，工人们
正有条不紊地将各类物资搬运到
叉车上，转运至他处。

信誉是企业的生命。台风期
间，帅特龙的部分设备、产品受到

积水影响，是否会影响到客户订单
的如期发货呢？“这边主要承担总
成装备工作，尽管部分电镀件、注
塑件受积水影响不能使用，但公司
在奉化等地的工厂可满足临时调
货之需，因此并不影响正常发货。”
励春林表示。此外，除一楼测试中
心的温控箱等部分进口产品检测
设备因过重无法搬运，存在进水情
况外，其他生产设备或置于楼上，
或有垫高防护到位，故不受影响，
而接下来企业也将联系国外厂商
对进水设备进行检修。

据了解，8月11日上午，海曙
上水碶工业区一带的积水逐渐退
去，不少企业开始投入灾后清扫
处理工作中。

灾后自救 信心十足
宁波帅特龙：照常开工正常发货

昨日，帅特龙集团恢复正常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