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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社会
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参与工伤保险难

构筑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
杨家山里日子越来越红火

如何筑起灵活就业人员“安全墙”
本报记者 王彤旭
近年来， 灵活就业人员越来越

＞＞＞
本报记者 陈虹余

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命精神的熏陶和洗礼。
据悉，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

多。据人社部统计，快递、家政、网约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铁

地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启用，
目前已接待参观学习 1000 多场

车、维修、外卖及新媒体主播等行业

今年年初， 某平台外卖员韩某

事。 我曾经在路口连人带车摔倒过，

人员在这方面存在争议， 因此无法

山街道充分挖掘杨家山里片区

灵活就业人数高达 2 亿左右， 占城

在送外卖途中猝死， 平台仅愿意给

旁边还有车辆经过，真的很危险，但

在现行法律法规层面参与 工 伤 保

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禀赋，创新

次、3 万多人。 2020 年 11 月，作

镇就业人员总量的 40%以上。 与此

家属赔偿 2000 元的消息引发社会

平台不愿意给我们缴纳工伤保险。 ”

险。 在包括司法裁判认定的实践层

“红色文化 + 绿色生态旅游”文

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唯一代表入

同时，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为代

关注。 近日，一名职快递骑手在上班

中国商报记者采访了解到， 许多外

面， 这些人员是否和所接单的平台

旅发展模式， 将红色文化游、生

选青岛市干部党性教育 基 地 。

表的灵活就业人员工伤问题频发，

途中猝死， 其家属称目前尚未得到

卖骑手被工伤保险“拒之门外”。 究

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也存在很大的

态观光游、 影视主题游相互交

2021 年 3 月 24 日， 新区首家党

这一群体对工伤保险的需求与日俱

任何赔偿。 这类事件再次戳到灵活

其原因， 是他们与用工平台的劳动

争议。 目前主流观点是不构成劳动

织，打造独具特色、亮点纷呈的

增， 但灵活就业人员为何难入工伤

就业群体的痛处。

关系未明。

关系。 而不构成劳动关系，就不属于

乡村旅游新名片。

史学习教育基地在此正式启用。
“每天到基地接受红色教育的党

保险， 如何为这一群体筑起就业的

“平台每天扣我们 3 元钱，给保

“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安全墙”？ 中国商报记者就此进行

“每天
了意外险，但没有工伤保险。 ”

适用的参保对象均是已与用工方建

无强制参保的义务。 再加上平台本

骑电动车上路， 发生剐蹭是常有的

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而灵活就业

身也不愿为他们缴纳费用， 这就导

三山环抱，一河穿梭。 在铁

致其参保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

橛山、月季山、睡牛山的环绕下，

“目前，正高标准打造以‘忠

动经济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法学

山里河串起了上沟、墩上、黄泥

诚奉献’为主题的中共青岛工委

了采访。

工伤保险的参保对象， 所以平台并

研究会常务理事范围对记者表示。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有
用工平台为灵活就业人员投保意外

近年来，灵活就业人员工伤问题频发，对工伤保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应建立起全民体系的基本保障制度，
这样不仅能解决当下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问题，还可以解决未来因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创新产生的新型劳动关系的保障问题。

CNSPHOTO 提供

员干部、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讲

乡村旅游全年兴旺

解场场爆满。 ”讲解员张文君明
显地感受到革命老区
“火”了。

巷、东南崖、墨城安、西北庄、大

旧址和以‘永远奋斗’为主题的

下庄 7 个村庄，当地人把这儿称

后石沟奋斗史馆，配套打造网上

为“
杨家山里”。

展厅， 同步建设党史资料展阅

伤害险。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

2019 年， 铁山街道将山里

室、 荣誉陈列室和党史教育课

人、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

的 7 个村庄与邻近的后石沟村

堂，联合工委党校成立杨家山里

副会长王建平认为， 意外伤害保险

进行一体规划， 按照田园景区

1+N’红色
分校等，全方位构建‘

对解决这一群体在从事劳动过程中

化、景村一体化的理念打造杨家

教育格局，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意外人身伤害风险具有临时替代

山里片区。 杨家山里片区以上

搭建载体平台，打造新区红色文

作用。

沟、墩上、黄泥巷三村为核心区，

化新高地。 ”铁山街道党工委副

不过，范围认为，意外伤害保险

主打“原山原水原生态、原汁原

书记、组织委员曹立民表示。

并不能完全替代工伤保险。“意外伤

味原生活”； 以东南崖村为核心

害保险的赔偿范围很小， 仅包括遭

区建设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

探索文旅发展新模式

受意外伤害后的医疗支出， 未涉及

以大下庄村为核心区建设齐长

“在 后 石 沟 生 活 了 这 么 多

因伤害导致的工作力受损部分。 此

城下的美丽乡村；以后石沟村为

年，做梦都没寻思到电视剧能来

外， 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以营利为目

核心区建设乡村影视基地。

我们村里拍，而且我还去当了一

的的商业保险， 在理赔或免责事由

“这里的樱桃自明朝开始种

回演员。 ”提起电视剧《温暖的味

方面约定得非常宽泛， 所以有大量

植，种植面积达 2800 多亩，是远

道》，68 岁的后石沟村民宋玉珍

灵活就业人员受到的伤害可能属于

近闻名的樱桃之乡，‘杨家山里

就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演的是

意外伤害保险的免赔事由。 此外，意

樱桃’正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农

一个选举场景，很简单但是挺有

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较低， 相应的赔

产品。 ”据铁山街道党工委副书

意思的。 ”

偿水平也较低。 因此，除非对其做出

记、 办事处主任祝增建介绍，借

后石沟村位于齐长城脚下，

改革， 否则无法替代工伤保险的作

助樱桃的品牌效应，他们已连续

毗邻铁山水库，三面环山，一面

举办了 18 届杨家山里樱桃采摘

向水。 村口的“大槐树”已成为村

节。此外，还集中打造了
“
精品民

子标志性景观，村头路旁还有烫

用。 ”范围说道。

＞＞＞

探索社会保险社会化

宿”“杜鹃花海”“齐长城百果园”

金的“西海市铁山镇后石沟村”

“月季山冰雪大世界” 等多个乡

十个字，这是清新田园剧《温暖

村旅游项目，形成了集“春赏花、

的味道》在剧中引用了现实中的

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于一体

名字， 让游客仿佛走入电视剧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灵活就

的情况。 因此，为真正惠及灵活就业

等， 放任和加剧了灵活就业人员在

共享。“
都有哪些人在用工平台上注

业是以非全日制、 临时性和弹性工

群体中无正当渠道参与工伤保险的

工作中面临的风险。 因此，在单独参

册并接单， 职业伤害保险基金监督

据了解，杨家山里片区围绕

据介绍，1975 年，电影《库区

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方式。 灵活就

人员， 首先应对灵活就业人员进行

保基础上， 还应建立用工方和从业

管理部门要掌握这些数据， 以免造

“吃、住、行、游、购”等服务要素，

人民学大寨》 在后石沟村拍摄，

业人员也涵盖许多不同类型， 其中

类型化处理。

人员相互制衡的参保机制， 要求平

成信息不对称， 进而难以厘清法律

投资 800 万元打造两处社区服

村庄第一次“触电”。 近年来，铁

台遵守基本社会规则。 ”范围说道。

责任。 ”范围表示。

务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旅游

山街道抓住青岛西海岸新区打

的乡村旅游新格局。

《温暖的味道》里。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

“建议通过立法对灵活就业人

均属灵活就业人员。 然而，并非所有

员的职业伤害风险予以规避和防

为促使用工方自觉为灵活就业

“目前，社会保险社会化的问题

咨询、农产品展销等服务，“我们

造
“影视之都”的契机，投资 2400

灵活就业人员都面临工伤保险困

范。 应建立单独的职业伤害保险机

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险， 还要有相

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长远来看，

还引入社会资本，租赁村民闲置

万元建成后石沟村乡村影视基

境，如非全日制用工，虽属灵活就业

制，将这些人员纳入参保范围。 如根

应的配套措施并行。 范围认为，应将

建立起全民体系的基本保障制度，

房屋，打造高端民宿，让游客留

地，对村里的老街、老巷、老房子

人员， 但在现行法律法规中依然可

据其订单情况， 由用工方负担相应

用工方参保和缴费的义务明确化，

不仅能解决当下灵活就业人员的保

下来，有更多时间欣赏美丽乡村

进行修缮改造，打造了影视步行

参加工伤保险。

的参保和缴费义务。 以外卖骑手为

即明确对于哪些群体、 在何种情况

障问题，还可以解决未来因经济、技

风景， 体验原汁原味的风土人

街、大槐树、阳光超市、谷仓、老

范围认为， 现实中不乏用工方

例， 目前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时间管

下应产生法定的缴费义务。 在监管

术、社会发展、创新产生的新型劳动

情。 ”祝增建说。

宅等影视场景和系列拍摄布景。

以合法形式规避社保参保缴费义务

控十分严格，致其加速行驶、闯红灯

手段方面， 要推动灵活用工数据的

关系的保障问题。 ”王建平说道。

2019 年 9 月 19 日，由《马向

讲好红色文化故事

＞＞＞

多地筑起政策“
安全墙”

阳下乡记》 原主创人员创作、山

3 月 17 日， 山东省文化和

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旅游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出

2.7 亿元、 靳东领衔主演的电视

100 条山东红色旅游线路，杨家

剧《温暖的味道》在后石沟村开

山里红色教育基地入选其中。

机拍摄。 此后，后石沟村又承担

早在 2015 年 10 月， 山东潍坊

业态从业人员也可按规定先行参加

伤保险管理的办法（试行）》开始正

较强，是一次积极的探索，有一定的

走进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

了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 为村

就启动了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工作，

工伤保险。 浙江省明确，平台可自愿

式实施。 办法对参加工伤保险的人

推广可能性，可以在经济发达、社会

地，场馆内丰富的资料重现了这

民、村集体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新

市区、 行政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参

选择是否参加工伤保险。 参保平台

员进行了细分，包括网约车司机、外

保险金统筹充足的小部分地区进行

片红色土地上风起云涌的抗战

渠道。

加补充工伤保险。 随着试点探索的

应自觉落实用工主体责任， 规范用

卖人员、快递人员、实习学生、单位

尝试。 ”王建平说道。

故事。教育基地共分“日军铁蹄

推进，在缴费方面，潍坊市规定灵活

工管理， 依法承担用人单位应承担

见习人员等八类特定人员被纳入工

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 青岛市

践踏国土”“中流砥柱 使命担

化 + 绿色生态’ 旅游发展思路，

就业人员工伤保险费与职工基本养

的工伤保险责任。 对于建立多重劳

伤保险参保范围， 享受工伤保险基

人社局副局长刘吉彩在 4 月 14 日

当”“
百折不挠 浴血奋战”“红色

整合红色资源、美丽乡村、观光

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同步缴

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浙江省

金支付的各项待遇。 据悉，这项政策

也公开表示， 青岛市新业态从业人

堡垒 铜墙铁壁”“红色基因 代

体验、影视基地、休闲康养等资

纳，一票征收。 对于缴费费率，潍坊

要求省内各用人单位均需履行参保

预计惠及人群超过 300 万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将于近

代传承”五部分，游客通过翔实

源，通过杨家山里市级田园综合

市目前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费

义务，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应保尽

“将特定就业人员纳入地方工

期出台。 对于非劳动关系的从业人

的史料、生动的画面及感人的事

体平台实现互动耦合，构筑多种

率参照四类行业基准费率， 按缴费

保。

伤保险体系， 广东省的办法弥补了

员，如实习见习学生、村居委会两委

迹，深入了解了杨家山里的抗战

文旅业态相互支撑发展的旅游

今年 4 月 1 日， 广东省人社厅

当前工伤保障的空白。 把参保人员

会成员等， 青岛市也将其纳入工伤

历史，为杨凌波、杨清秋等抗日

新高地，擦亮乡村旅游这张金字

出台的 《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

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具体， 对参保人

保险范畴， 为更多劳动者解决后顾

英雄的故事所感动，深受红色革

招牌。 ”祝增建表示。

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

员的细分具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比

之忧。

工资基数的 0.9%收取，纳入工伤保
险基金统筹管理。
2019 年 10 月 3 日起，浙江省新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8 日 10 时 00 分起至
2021 年 5 月 9 日 10 时 00 分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资产处置平台上对
废料期权（自 2021 年 4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8 日止）的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特此公告。
拍卖标的：偏光片粉末边角废料期权、偏光片边角废料期权等一批。
预展时间：2021 年 4 月 29 日至 4 月 30 日（提前预约，统一预展）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地点：阿里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
竞买人资质请向本公司垂询,有意竞买者需在拍卖平台上详细查看
本次拍卖的《竞买须知》及相关信息，于拍卖会前在淘宝网和支付宝上进
行实名登记注册，注册成功后请按淘宝网和支付宝的提示进行操作。 凡
参加竞拍的竞买人须在本人的支付宝账户里保证有足够的竞拍保证金
（每个标的均需单独交纳保证金）。
咨询电话：杜女士 13911708826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 号歌华大厦 A 座 604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

担保人：华星电力（常州）有限公司（原国电兆晶光电科技江苏
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0 日， 贵司与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振兴支
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YKZX2017ZGS001D），为宜兴永
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振兴支行签
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编号：YKZX2017ZGS001），及其项下单笔
业务的相关文件（YKZX2017CD001 至 014 号）《银行承兑协议》产生
的全部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
营口沿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振兴支行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给
辽宁瑞寿义实业有限公司；辽宁瑞寿义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全部债
权转让给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原名称：华鑫商业保理（营口）
有限公司】；现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将上述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发生的应由债务
人承担的费用等）转让给华鑫科技（营口）有限公司。
专此通知并催款。
辽宁瑞寿义实业有限公司
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与孙世军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深圳市万裕发建材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深圳市柏豪酒店有限公
司、深圳新丰盛经贸有限公司、林华高、黄智文、肖火明：根据转让方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 行与债 权受让 方孙世 军签署 的编号 为
2021- 万裕发 -1 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
行已将其对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孙世军【贷款合同编号：深发发展贷字第 80799110029 号】，包
括贷款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与债权相关的权利。
截至转让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金额余额为人民币 414 万
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孙世军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生效民事判决书和有关法律规定计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与孙世军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世军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债权转让公告未
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可撤销。 特此公告。
孙世军；联系电话：13823385710
住所地：深圳市蛇口街道蛇口望海路半岛城邦一期 5 栋 24B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 2021 年 4 月 28 日

招聘公告
招聘 MSC 销售若干，联系电话：18622582585
青岛高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声

明

本人马萍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天津古意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鉴于不能及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今后该公司所发生的一
切经营行为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声 明
本公司系湖南省株洲市一家有四十余年经营历史的知名非国有建
筑企业，是一家同时拥有至少 5 项壹级施工资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湖南
省、海南省、湖北省、广东省等地设有 14 家分公司。 自 2017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期间， 本公司的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71407，证券简称：中天集团）。 自本公司成立以
来，一直遵规守法，诚信经营。
本公司的控股公司为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 Zhongtian Construction
Group Limited（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成员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
香港注册成立的 Zhongtian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中天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成立的湖南中天建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
近期，本公司与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间设立于中国浙江省的
公司）（
“浙江中天控股”）讨论关于两集团在不同注册地注册成立的公司
名称一样或相似可能造成混淆。 现就相关事项发布以下声明：
一、“中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设立
于浙江省杭州市）及其子公司“中天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设立于香
港）系不同法人单位，之间无任何关系。
二、Zhongtian Construction Group Limited（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于开曼群岛，与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子公
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间设立于浙江省东阳市的公司）系在不同
法律体系的法人单位，二者之间无任何关系。
三、本公司与成立于浙江的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仅系不同地域名
称近似的施工企业，二者之间无任何关系。
四、 本公司将如实准确披露本公司及上述关联公司的资料和信息，
明确主体身份以区别于其他类名企业，不给社会公众造成困扰。
湖南中天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5 日

遗

失

声

明

“我们将继续突出‘红色文

42 史玉侠 02000111000080002018057034 90 王 艳 00001811000000002019049389 138 孟令强 00001811000000002019074365 186 李一博 00001811000000002019040121 234 马玉春 02000111000080002018257209
43 乔统治 02000111000080002018067176 91 韩凤霞 00001811000000002019040130 139 傅 维 00001811000000002019085106 187 黄淑婷 02000111010880002014004819 235 王 颖 0000181100000000201911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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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作废。
序号 姓名
1 谷磊峰
2 王淑阳
3 黄训会
4 汪衍燕
5 刘洪飞
6 王 刚
7 任智利
8 郭立佳
9 郑贵文
10 王素彦
11 户佳林
12 王立志
13 曹 岳
14 刘金来
15 王舰航
16 郭曼曼
17 周 强
18 高德鑫
19 王涵宇
20 王忠英
21 张洪迪
22 李 燕
23 耿 婧
24 王保宇
25 刘明龙
26 杨红霞
27 王广玉
28 王庆淼
29 张 颖
30 董 楠
31 范津岱
32 杜子宇
33 杨秋梅
34 梁可欣
35 李丽春
36 于 帅
37 杜子玉
38 胡 建
39 吴 菲
40 刘 岩
41 侯天宏

执业证号
02000111000080002018053470
00001811000000002019070894
02000111000080002019038423
02000111000080002019033921
00001811010100102020000087
02000111000080002018113325
02000111000080002017252846
02000111000080002019051576
02000111000080002019018226
00001811000000002020002776
00001811000000002019018592
00001811000000002019091070
02000111000080002018137692
00001811000000002019028086
02000111000080002018256896
00001811000000002019116987
00001811000000002019091932
00001811000000002019092023
00001811000000002019056298
02000111000080002018117087
02000111000080002018096285
02000111010880102015000738
00001811000000002019094457
00001811000000002019108272
02000111000080002018221966
02000111000080002018233229
02000111000080002018228301
00001811000000002019045720
00001811000000002019094746
02000111000080002018058344
02000111000080002018257645
00001811000000002019080758
00001811000000002019125035
00001811000000002019128845
02000111000080002018251443
00001811000000002019081228
00001811000000002019061795
02000111000080002018202570
02000111000080002018084600
00001811011200102020002345
0000181100000000201912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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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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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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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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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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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8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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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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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王
邸晋红
张国庆
陈白宇
米新雄
蒋文彬
张学丽
闫秀燃
程 佳
钱宏强
甘春雨
温建华
刘丽敏
赵春月
朱 凯
张 悦
王永强
黄春芝
朱军方
宋志达
薛晨旭
刘继坡
刘一建
王 玉
刘 轲
高建生
刘沙沙
毛现海
乔建清
杜少波
夏兰菊
李英丽
张春鑫
曹士博
樊彤彤
王 峰
王 震
闫前进
慕永飞
滑朝龙
李向新
马 颖
胡 爽

00001811000000002019114789
00001811000000002019033181
02000111000080002018194951
00001811000000002019056765
02000111000080002018031874
02000111000080002018169653
02000111000080002018232105
00001811000000002019126562
02000111000080002018176644
00001811000000002019132018
00001811000000002019024702
00001811000000002019019350
02000111000080002018178574
02000111000080002018154123
00001811000000002019111565
02000111000080002019047643
00001811000000002019075085
02000111000080002017218215
02000111000080002019001745
00001811000000002020002563
00001811000000002019129991
00001811000000002019128206
00001811000000002019128191
00001811010800102020003039
00001811010800102020003022
02000111000080002017261186
00001811000000002019115912
00001811000000002019008534
02000111000080002018251058
02000111000080002018203361
00001811000000002020008576
00001811000000002019088563
00001811000000002019108473
00001811000000002019062423
00001811000000002019060657
02000111000080002019047776
02000111000080002018101365
02000111000080002018063438
00001811000000002019029950
02000111000080002018196480
00001811000000002019080967
02000111000080002019034519
02000111000080002019004750

95 李文娟 02000111000080002018201286
96 高 蒙 02000111000080002018227430
97 李 薇 00001811000000002020003749
98 王洪伟 02000111000080002018082122
99 王 爽 02000111000080002018212555
100 常清波 00001811000000002019049217
101 郑占宇 02000111000080002018203579
102 张梅光 02000111000080002018194332
103 夏华山 00001811000000002019125192
104 田长青 02000111000080002018242174
105 李 明 02000111000080002018244106
106 李 瑞 02000111000080002018006748
107 袁 瑞 02000111000080002018056550
108 高丽霞 00001811000000002019106355
109 杜金玲 00001811011100102020000434
110 胡喜龙 00001811000000002019009665
111 蔡晨晨 00001811000000002019088993
112 李 艳 02000111000080002018178277
113 赵德晨 02000111000080002018165301
114 郭艳锋 02000111000080002018055203
115 张国友 02000111000080002019039032
116 张红涛 00001811000000002019075366
117 孙 浩 02000111000080002019038089
118 陈泓生 00001811000000002019117738
119 郝 娜 02000111000080002018145045
120 韩保锋 00001811000000002019012506
121 孙 尧 00001811000000002019082420
122 吴 楠 02000111000080002017282122
123 王水莲 02000111000080002018138672
124 张小胤 02000111000080002017262293
125 马守跃 02000111000080002018092520
126 李 彤 00001811000000002019093577
127 隗公超 02000111000080002018266898
128 王宗阔 02000111000080002018188877
129 李美燕 00001811000000002019089601
130 王 莹 02000111000080002018164831
131 燕晓明 00001811000000002019080508
132 朱盼盼 00001811000000002019095499
133 孙永超 00001811000000002019039240
134 叶书缘 00001811000000002019082719
135 赵丽丽 00001811000000002019031119
136 焦振芳 00001811000000002019007591
137 尹西艳 0200011100008000201825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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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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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48
149
15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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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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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仁红
邹 蕾
石 静
胡盼盼
何江彦
张国立
刘晓辉
李 萌
邢雪飞
孟祥昭
唐 潮
潘雪静
李 舟
胡亚军
廖 跃
王永成
赵紫荆
张秀玉
张 亮
王艳萍
路书娟
贾 杰
张 盼
李 岩
郑巧弟
董 婵
李彩英
吴 凡
王相勇
邵 莉
吴媛媛
粟兰英
张立茹
曹 艳
王东梅
张铭伊
王 英
王术艳
李彦弟
袁小站
赵 普
任 研
孙彦红

02000111000080002019030433
00001811000000002019101476
02000111000080002017227433
02000111000080002018099605
02000111000080002017225503
02000111010580002015001314
02000111000080002018212266
00001811000000002019005744
02000111000080002018065435
02000111000080002018021519
02000111000080002018269120
02000111000080002018243857
00001811000000002019014688
02000111000080002018157019
00001811000000002019093995
02000111000080002018026170
00001811000000002019033270
02000111000080002017262620
02000111000080002018250527
02000111000080002018247813
02000111011580002015006851
02000111000080002019034551
02000111000080002018082903
00001811000000002019038675
02000111000080002017294214
02000111000080002019038950
02000111000080002018199906
02000111000080002019033534
02000111010680002015003057
02000111000080002017285993
00001811000000002019085202
00001811000000002019098688
02000111000080002017286020
02000111000080002019054642
02000111000080002018204848
02000111000080002018192812
02000111000080002019014838
02000111000080002019031119
00001811000000002019075132
02000111000080002018062734
02000111000080002018238634
02000111010280002015002477
000018110000000020190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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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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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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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郭山妮
李光晨
张 健
孙传增
王学成
王 玲
刘兰芹
王佳伟
姜宗原
王玉敬
王廷雷
李 娜
张秀芬
高烽
于喜波
刘秀荣
罗贤虹
唐元梅
杨丽珍
朱
袁宁宁
杨宏卓
关 鹏
董振海
朱雄雄
魏 贺
阳大寿
高 雪
王 亮
罗阳洋
张 英
苏小燕
丁宝枝
杨 春
张艳丽
袁 帅
张骞福
史晓可
郭丹丹
宋 娟
李 丹
马 祥
李 瑶

■

■

00001811000000002019077996
00001811000000002019033583
00001811010800602020000160
00001811000000002019040277
00001811000000002019100266
00001811000000002019038089
00001811000000002019054992
00001811000000002019040148
00001811000000002019073516
00001811000000002019067340
00001811000000002019049629
02000111000080002018191768
00001811000000002019120269
00001811000000002019052657
00001811000000002019081009
02000111011180102010006394
02000111000080002018124231
02000111000080002019052260
00001811000000002019080233
00001811000000002019017932
02000111000080002017226522
00001811000000002019106576
00001811000000002019035777
00001811000000002019104438
00001811011100202020000355
02000111000080002018231688
02000111011180102015001524
02000111000080002018188797
00001811000000002019116823
02000111000080002019014022
02000111000080002019000988
00001811000000002019127032
02000111000080002018168888
00001811000000002019082374
02000111000080002018221915
00001811000000002019124823
00001811000000002019011097
00001811000000002019013302
02000111000080002018059177
00001811000000002019010222
00001811000000002019028192
00001811000000002019085544
00001811000000002019052198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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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李小明
赵鑫磊
宋 宇
张 艳
李 昕
田 歌
赵国印
翟桂香
张军秋
唐秀瑞
耿晓征
温 昊
李非凡
张曦月
王双燕
刘广玲
黄元旭
陈志强
王晓娜
杨毛毛
王雨涵
曹 青
王菁菁
温佐鹏
张 月
张雪峰
曹旭帆
王 铁
杨 超
马立君
王 欢
罗为云
晋秋彦
李 硕
王耀辉
方景博
郝婷婷
张 驰
金香玉
薛 蒙
熊华丽
吴燕鸽
谢光月

00001811000000002019063602
00001811000000002019004508
02000111000080002018030873
00001811000000002019092550
00001811011400202020001046
02000111000080002018066946
02000111000080002019040316
02000111000080002018209924
00001811000000002020010311
02000111000080002018039406
00001811011100202020000857
00001811010200202020001065
02000111000080002018022752
00001811000000002019128476
02000111000080002018143726
00001811000000002019053623
02000111000080002018167563
02000111000080002017223690
00001811000000002019006475
00001811010200202019000083
02000111000080002018086521
00001811000000002019078202
00001811000000002019081404
02000111000080002019008116
00001811000000002019054185
02000111000080002018257313
00001811000000002019043769
02000111000080002018026977
00001811000000002019072999
00001811000000002019031022
00001811000000002019060593
02000111000080002018102495
02000111000080002018065929
02000111000080002018056576
00001811000000002019038802
02000111000080002018189865
02000111000080002017245880
00001811000000002019066978
02000111000080002018269380
00001811000000002019016307
00001811000000002019068713
02000111000080002018227341
02000111000080002018092353

遗失声明
徐州嘉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顺丰
运输途中遗失三正一副正本提单壹
套 ， 提 单 号 ：141100429711， 船 名 航
次：EVER LUCID 0569-054S，声明
作废，不作为提货凭证。
声
明
本 人 钱 剑 ， 身 份 证 号 ：
33010319751014071X，向王依汀借
款，用名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视界
轩小区地下停车位编号为 241 号
车位作为让与担保并进行过户，现
车位已交付，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金西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号：1202222000848，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天津金西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
注销，注册号：1202222000848，请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发布 45 天内到本
单位办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贵州联科卫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20103683997291C）经股东
会决议， 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888 万
人民币减至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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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荣琴，联系电话 18785122098，地址：贵阳
市云岩区未来方舟 D12 组团 A 栋 6-14

遗失声明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不 慎 将 公 章 遗 失 （编 号 ：
5401260003675），声明作废。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
订合同或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