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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亿田智能 股票代码：300911
“浙江制造”等高品质认证的企业上线“三

同”平台
浙江人民政府质量奖获奖单位，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厨电及不锈钢
橱柜集成解决方案的制造企业。中国厨具之
都（嵊州）厨具协会会长单位。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浙锻路68号
全国热线电话：400—105—7878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帅丰电器 股票代码：605336
“浙江制造”等高品质认证的企业上线

“三同”平台；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国家认可实验室，并通过“浙江制

造”认证，拥有火焱三燃烧器、可拆洗发明专
利和直流变频电机等核心技术，同时参与几
十项国际、国家和行业三大标准的起早与制
定，获得上百项国家专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经禄路1号
全国热线电话：400—6969—666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制造”等高品质认证的企业上线“三

同”平台；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森歌拥有工业 4.0 智能厨电产业园，

CNAS 国家认可和 lntertek 授权卫星实验室，
并通过“浙江制造”认证，参与十几项国家、行
业、地方标准的起草，获得了上百项国家专
利。为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评定的五星级
售后服务企业，国内知名厨房电器品牌。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东大道138号
全国招商热线：400—826—4588

浙江森歌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帝智能环保厨电高新技术企业研

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2021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浙江制造”认
证。作为老板电器集团旗下集成灶品牌，金帝
坚持自主研发、原创设计，多款产品获得中国
红星奖及德国 IF奖，是集成灶行业标准起草单
位，国家五星级售后服务认证企业。
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阮彭路与悦兴路交叉口
热线电话：400—678—3858

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公司经过二十余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厨

具行业具有创新发展能力的专业化研发、制
造、服务型企业之一。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集成灶》团体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拥有国家
认可实验室。并成立了浙江工业大学万事兴
厨房电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吸油烟机、
集成灶高效净化环保之星。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加佳南路111号
联系电话：400—926—6818

浙江万事兴电器有限公司嵊州市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创始于1987年，是中国厨具产业掌握专利技

术的集成灶企业。奥田旗下主营厨房电器、厨衣柜等品
质家居产品。奥田三十年如一日“专注实业”，坚持走可
持续创新道路。奥田成立至今已获得近百项国家专利，
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质量诚信标杆企业，通
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浙江制造认证、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评定等企业资质，拥有数千家专卖体验门店服务终端
用户。

奥田不断突破技术壁垒，2011发布蒸烤独立集成
灶，2017年成为拥有蒸烤一体集成灶技术的企业，此后
全面打造了智能化、集成化的奥田智能大师系列产品矩
阵，聚焦专注多元化集成厨电。旗下多款产品系列分别
荣获艾普兰-金口碑奖、当代好设计奖、中国家电行业
磐石奖、中国厨卫行业科技创新奖、亚太IAI设计奖等
多项行业奖项。

近年来奥田通过发布《2020蒸烤一体集成灶品质
消费白皮书》，参编《2021中国集成灶行业发展白皮书》
等，推动嵊州厨具行业发展。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江一路8号
全国服务热线：400—672—6388

浙江省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董事长张嵊钢获评绍兴市第二批乡村振兴“领雁

计划”人才
公司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半山区，符合环境质

量和绿色农产品的养殖要求，配备了大型沼气池，
并在周围种植了生态型植物，形成了绿色生态型的
养殖基地。制定了无公害“嵊德”瘦肉猪企业标准
和养殖基地管理制度。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沙园村
联系电话：（0575）83112929

恭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
公司坐落于嵊州市贵门乡，茶园分布在海拔

800米的高山，气候寒冷多雾，土壤肥沃，有机质含
量丰富，周边无工业企业，绿色环保，全程不落地
加工，通过国家食品生产许可（QS）和《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越乡龙井茶曾荣登浙江省十大名茶
榜。欢迎新老客户来公司参观基地，品尝山鸟岺
越乡龙井绿茶。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贵门乡（屏岫自然村上庄）
联系电话：13605856591

浙江奥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市嵊德牧业有限公司

嵊州市里南山鸟岺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和生产高效率三相异
步电动机、高效节能永磁同步电机和高效节能微
型电机等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上海电
科所、浙江大学等开展合作。公司建有院士专家
工作站、外国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国家级
电机实验室等。拥有电机生产专用设备和检测
设备，是国家确认的高效节能电机生产基地。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加佳路18号
联系电话：（0575）83000506

浙江特种电机有限公司 麦地郎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参与制订 1 项国家标准（GB/T

23314-2021）
集团始创于1997年，是集设计、面料织造、

生产和销售真丝领带、围巾、方巾、领结以及家
纺、数码印花和服装面料等多元发展的现代化
企业，是国内领带行业的重点企业之一，浙江省
绿色企业。公司员工在历届的国际丝品花型设
计和全国领带制作大赛中多次获得特等奖和一
等奖等优异成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一景路777号
联系电话：（0575）83046888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创建于 2002年，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多年来被评为嵊州市工业企业三十强。
公司从意大利进口先进的全成型电脑提花针
织内衣机、程控高速袜机和包芯丝机三条自
动生产流水线，专业生产无缝内衣和医药保
健袜，成功开发出第三代无缝内衣产品，成为
国内规模较大的无缝内衣生产基地。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兴盛街2688号
联系电话：(0575)83351206

浙江莎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通过CNAS国家认可实验室认证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厨电企业。公司秉承“一切只为安全”
的研发理念，从国外引进整套设备，研发出可
改善厨房油烟问题和可智能清洗的厨电创新
产品“板川安全集成灶”，并获得多项国家专
利，现已通过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认证。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南大道333号
全国服务热线：400—675—1433

浙江板川电器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书

普森创建于 2009 年，是年轻化有活力的
快速成长型企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管理经验
及品牌操作经验。目前拥有年产50万台智能
化集成灶工业 4.0 厨电产业园，拥有近 2000
平米的超大厨电科技生活馆。已获得 200余
项产品专利，其产品也是集成灶行业通过国
家3C认证的重点企业。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浙锻路33号
联系电话：400—678—1008

浙江普森电器有限公司

图森木业已取得绿色产品认证证书2张、
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图森创建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家装木作
定制和家居空间打造的企业。已获得国家认可的
实验室；拥有128项专利，获得环保企业“大雁奖”、
整体木作美学金奖、中国定制家居行业“品质服务
白金奖”、嵊州市市长质量奖等荣誉。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慧路1号
客服热线：400—001—4888

浙江巴贝纺织有限公司
图森木业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文明单位，公司专业生产乳化炸
药。乳化炸药连续理化敏化技术及过程控制
技术曾经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和省高
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与湖南金能自动化
设备公司联合开发的 KNAAPM 型大产能高
稳定性工业炸药自动包装线获中国爆破器材
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三等奖等优异成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
联系电话：（0575）83153266

浙江震凯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创办于1994年，是一家生产各类电

机、家用电器的出口型企业，产品销往欧美、
俄罗斯和日本。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微电机等系列产品通过
了国家“CCC”认证；多种规格电机通过了

“UL”、“CSA”、“CE”、“ROHS”认证；同时已
取得PSE日本安全认证。多次荣获嵊州市工
业企业三十优。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方口村
联系电话：（0575）83071208

浙江澳尔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高强度瓦楞原纸，公司技术

力量雄厚，管理严格规范，坚持质量第一、诚信
为本。企业先后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清洁
生产验收，曾获评浙江省“811”环境污染整治
工作先进集体、绍兴市减排标本企业、绍兴市
节水型企业等。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西鲍村
联系电话：（0575）83151819

专业从事高强度瓦楞原纸生产和销售，
配备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和完善的产品检测设
备，品质管理通过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
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的现代
化，以及产品规格齐全等优势，在市场竞争中
稳步前进。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
产。为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西鲍村
联系电话：（0575）83150877

公司拥有现代化生产设备、雄厚技术力量，
以先进工艺、精工制作各档色织真丝领带、印花
真丝领带、涤丝领带、围巾等。2002年被国家经
贸委、发展计划委列入“国债”技术改造企业。“卡
尔”牌桑蚕丝领带被评为国优标准产品，已通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为中国十大领带
品质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鹿山街道卡尔路68号
联系电话：（0575）83215465

浙江卡尔领带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制造”等高品质认证的企业上线

“三同”平台
公司是一家集保温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年产20
万立方米以上硅酸钙和珍珠岩，为全球40多
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大型工程项目提供优质
的保温产品及技术服务。获浙江省“隐形冠
军”和国家工信部颁发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称号。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阿斯克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575）83091388

浙江阿斯克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嵊州市清廉示范企业

公司成立于2003年，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主营地面铺设工具的生产和销售，包括石
材切割机、瓷砖切割机、地板切割机、地面铺
设工具等。已通过 ERP 管理系统的实施和
QMS、EMS、OHSMS、6S等科学管理体系的推
行。为浙江省级研发中心、浙江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绍兴市文明单位等。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巨龙路16号
联系电话：400—1888—608

浙江龙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有三十几年专业生产制冷设备的历
史，多年被评为嵊州市工业企业三十优。已获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 CRAA 产品性能认证，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CE认证，拥有冷凝器
制造许可证及特种设备压力容器产品制造许可
证多项证书，产品部分配件获多项国家专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振兴路761号
联系电话：（0575）83064058

浙江北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省华发生物基及生物降解材料高新
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2021年浙江
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公司创建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研究、生
产、销售生物基降解材料及制品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开发的生物基降解材料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通过“浙江制造”认证，产品被国家工
信部列入绿色产品设计名单。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华发路16号
联系电话：（0575）83833838

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2004年，主要经营生产、销售

水泥。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十几年里，始终为客
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
务，公司拥有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
队。自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高效、低耗、
绿色、多维的建材事业。公司多年被评为嵊州
市工业企业三十优。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上官岭顶
联系电话：（0575）83832118

明峰建材集团嵊州永磊水泥有限公司
2021年度嵊州市清廉示范企业

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从事商品混凝
土、预制构件、预拌等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及销
售的综合性企业，已通过ISO9001 质量体系
认证，具有生产商品混凝土的三级资质的专
业公司，公司连续多年被绍兴市建管局评为
质量先进单位和先进集体，多次被评为嵊州
市工业企业三十优。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黄龙路10号
联系电话：（0575）83500098

嵊州市永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明制冷车间被评为绍兴市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三十多年制
冷压缩机制造经验，专业从事制冷压缩机和压
缩冷凝机组等制冷设备设计、研发、制造和销
售。建有制冷压缩冷凝机生产基地，建立了现
代化制冷压缩机和压缩冷凝机组装配线，并配
备专业的仓储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东直街165号
联系电话：（0575）86139209

专业生产油烟机、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
等家用电器电机，是一家具有现代化生产规
模的综合性电机制造企业。坚持“管理为魂、
质量是金”的经营理念，随着市场需求和科技
动向，不断改良现有产品，开发新产品，所有
产品均已获得“CCC”安全认证证书，企业运
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多次获评嵊州市
工业企业三十优。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575）83660808

嵊州市力驰电机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新峰轮毂模具市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被

评为2021年绍兴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铝合金轮毂和结构

件铸造模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公司设计轮
型的产品图通过各外资轮毂厂家发往美国、日
本、德国等十几个国家，深得对方的认可。公
司经NSF—ISR评估，已符合国际质量体系标
准 ISO9001；2015。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金龙路30号
联系电话：13362538769

荣获2021年度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公司成立于2002年，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是一家集钎料、钎剂、钎焊装备全产业链
的公司。2008年开始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交大、郑州机械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
拥有专利5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0余项，开
发了装备制造重点领域省内首台套产品，有
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
地址：嵊州市三界高新技术产业园瑞新路8号
联系电话：（0575）83833333

浙江新锐焊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设有开发研制中心，引进德国、日本
的多轴技术，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合作研发
了三十多项专利技术，并年年都推出新产品，
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步入了国内弹簧机制
造业的先进行列。是我国《数控弹簧机》行业
标准的起草单位，自动锻压机，安全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起草单位。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浦东大道109号
联系电话：（0575）83263308

浙江创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注于微型电机二十年，现已发展
成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微电
机制造企业。“双江”牌电机冲出国门走向世
界，型号上达千种，产品已通过CCC认证、CE
认证、UL 认证、TUV 认证、ROHS、ISO9001
等各种认证及检测。目前拥有十多项实用新
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苍岩大桥头
联系电话：（0575）83625566

嵊州市双港电器有限公司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导制订1项浙

江制造标准(T/ZZB 2566—2021)
公司是一家以发电机电机为主，集压缩机

电机为一体的综合型电机制造企业。公司拥有
专业的技术团队及先进的生产设备，包括高速
冲床、自动氩焊机、自动嵌线机等，产品质量稳
定、结构合理、安装方便，性能指标均达到国标标
准。已通过3C、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
联系电话：（0575）83061771

绍兴希多电机有限公司

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高品质电机
的设计开发、规模制造和全球营销。产品涉及
家用电机系列、通用三相异步电机系列。广泛
应用于各种家用商用空调、新风系统、厨电吸
排油烟机、集成灶、家用、工业用净化器等领
域。已通过ISO9001、ISO14001、TS16949等体
系认证，以及CE、CCC、TUV等产品认证。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鹿山街道江东638号
联系电话：（0575）83210156

公司是一家专注生产流体领域的集泵制
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营流体领域
的 XHB 转子泵（旋转活塞泵）及相关延伸产
品，ZZB凸轮转子泵、双螺杆、衬胶泵等。已
通过GB/T19001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油
料及油料装备检测中心的产品检测。拥有20
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575）83661688

浙江威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各种型号、规格的光圆钢、光方

钢、光六角钢、光扁钢及光异型钢，是一家具
有二十几年生产经验的老牌企业，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声配件、电机配件、纺织机械配件、
标准件、出口外贸工具螺丝刀杆、汽车、轮船
等机械零部件，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工艺设备
先进、检测手段完备、选料优质，是你值得信
赖的合作伙伴。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1848号
联系电话：（0575）83367678

嵊州市裕盈金属冷拉型材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品质厨

房电器的现代企业，“信利”一直秉承着“诚
信、创新、共赢”的经营理念，不断提升研发设
计能力和生产制造实力，完善产品体系、质量
体系、管理体系，为创造人类环保健康的厨房
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已通过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国家3C认证，中国节能
产品认证、中国环保产品认证。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环路338号
联系电话：（0575）83136138

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HDPE遮阳产品的

制造企业。主要经营遮阳网、阳篷、车篷、阳
卷帘、鸟网、冰雹网、风固纱网等，采用高抗紫
外线材料添加剂，经特殊工艺编织成的产品，
具有不褪色、高抗紫外线、高耐候和高耐老化
特点，还能满足阻燃特殊要求。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巨龙路6号
联系电话:（0575）83501666

嵊州市绿园塑料网业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污水深度处理和废水
资源化技术开发及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主营业务是以印染废水深度处理为主，河
道修复及治理、生活废水治理为辅。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标准化污水处理技术，并已实现
核心工艺技术自主化、服务个性化、能耗低碳
化、工艺模块化和运营智能化。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严坑村
联系电话：（0575）83105080

2021年嵊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公司是一家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
包企业。专业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钢结构安装；园林建设工程施工。经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安全、高效、优质地完成各个
项目的道路、厂房的修建及绿化等工程，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地址：嵊州市长宁路1001号1号楼二单元四楼
联系电话：（0575）81398555

嵊州玫瑰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加工安装桥架、无机电

缆材料及制品的科技型企业。企业综合实
力雄厚，加工设备先进，检测手段完善，建有
质量保证体系，及时引进投入大批先进生产
设备，为确保产品的技术水准和质量的稳定
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企业所在的领
域享有较高声誉。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崇仁镇范三村
联系电话：（0575）83011601

嵊州市永盛防火桥架厂
相信专业,相信浙东方氏！

公司主营中央空调、地暖、新风、净水等，
是集设计、销售、安装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商，是
日立、三菱电机、格力、特灵中央空调、百乐满
热水器、菲斯曼锅炉、八喜锅炉等品牌产品的
嵊州地区指定代理商。
①日立旗舰店：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楼）
一楼83018881；②日立专业店：居然之家生活
广场1楼（1511—1—074）81381886；③三菱电
机专卖店：江滨东路148号83177881；
公司总部地址：嵊州市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
部大楼）四楼

嵊州市浙东空调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嵊州国银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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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宇丰纸业有限公司 嵊州市宇信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峰机械有限公司

嵊州市君集污水深度处理有限公司
嵊州市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嵊州泰庭置业有限公司
嵊州国银智创小微企业园

公司全体同仁衷心感谢社会各界朋友的
关心和支持，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领带园二路3号
联系电话：（0575）83339002 83339007

2021年度嵊州市清廉示范企业
公司起步于桥梁钢模，秉承“诚信、务实、

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在打造永峰品牌的基
础上，完成了对轮毂模具、模具钢锻造等相关
产业的战略投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公司已
发展成为一家以桥梁钢模、轮毂模具、模具钢
锻造三大产业为核心的集体化公司。为绍兴
市隐形冠军企业。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工业园双龙路1号
联系电话：（0575）83502788

浙江特汇电机有限公司
嵊州市特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信利电器有限公司

1月19日，中国光大银行与
10家“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视频

“云签约”的形式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银企双方将在资
金结算、投资银行、交易银行、普
惠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开展合
作，互惠共赢。

据介绍，本次签约的10家企
业均为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名
单企业，其中包括3家北交所上

市企业、3 家 A 股主板上市公
司。这些企业长期专注于细分领
域市场，在云计算、大数据、半导
体、人工智能、数据通讯、航空零
部件等领域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
水平和市场影响力。

本次签约是光大银行积极落
实国家战略，助力“专精特新”企
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重要
举措。光大银行将以此为契机，

努力实现金融服务与企业经营的
深度融合及协同发展，争做支持
实体经济的“桥头堡”。

截至2021年末，光大银行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较年初增速超
45%，普惠贷款增速超25%，绿色
贷款增速约20%，民营企业贷款
保持稳定增长，服务成效显著，荣
膺“2021卓越竞争力服务实体经
济”等奖项。 黄欢

1月18日，国网金华金东供
电分公司与国网浙江综合能源公
司、金义新区政府正式签署《携
手共建“双碳”公共服务平台助
力金东区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

据悉，金华金东供电分公司

以同行业企业能耗水平差异化管
理为核心理念，应用数字化手
段，实现能源双控全景模块智慧
监测管理，提升区域双控的精细
化、智慧化水平。据统计，公司
曾协助区政府在2021年 11、12
月分别压降工业电量3518、3698

万千瓦时。同时，还通过算法配
置规则，将月度配额总目标值自
动分解至各企业，加强用能权配
额监测管控，协助政府部门监督
企业执行。此外，该公司积极构
建控排纳管企业碳资产库、自愿
减排企业资产库以及中小企业碳

普惠资产库，为企业及各类组织
提供“双碳”指标统计公共服务。

后续，公司将归集整合能源
资源数据，深入价值挖掘与应用
开发，同区政府开展公共机构用
能数据录入及专业管理工作，助
力区域能源结构调整，着力打造
绿色低碳发展的先行示范主体。

李雨臻 桑家琪

1月14日，国网绍兴市
上虞区供电公司工会舜兴
红船志愿服务队，前往上虞
区社会福利中心开展献爱
心送温暖活动，为12名孤儿
和上百名老人送去生活物
资，并为福利中心检修电力
设备。

据悉，该公司与福利中
心自去年开展结对帮扶以
来，电力服务随叫随到，保
障福利中心日常用电无忧。

朱胜钧朱颢宇 谢锦

光大银行：与“专精特新”企业携手共进 金东供电：政企共绘“双碳”蓝图

结对送温暖

拍卖公告
兹定于2022年2月16日下午14时在拱

墅区北城街 55号A座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拱墅分中心一楼第二开标室公开拍卖
下列标的：

密渡桥路 3号 1幢二楼西商场五年租
赁权，建筑面积约 550.39 平方米，起拍价
50.2231万元/首年,保证金10万元。

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月15日在标的物
所在地现场展示。保证金须于 2022年 2月
15日16:00前交入账户（户名：浙江方圆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杭州银行平海支行，账
号：3301040160002208315）。

报名时间：2022年 2月 14~15日（9：00~
16：00）报名时提供有效证件（个人凭本人身
份证，单位须携带公章、营业执照、法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及保证金交
款凭证。

报名地点：杭州市长生路58号322室，
咨询电话：13634112000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杭州亚汽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
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议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58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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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根据北斗星智能电器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股东会决议，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 2亿元减至 1亿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联系人：王金
国，联系电话：13454593618
新昌县虞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3306240023016，声明作废。
桐乡市洲泉森鑫木器经营部遗失在中国农
业银行洲泉支行的预留私章（名字冯富昌），
特此申明！
遗失 华 夏 保 险 合 同 内 页 纸（银 保 通）
12918000420093，现声明作废。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觉对平面设计工作室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1820126275，声明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