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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鹏

日前，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2020年“煤
改电”配套电网工程全部投产送电，供电能
力辐射至卞家庄、代家庄、查山等18个村配
网工程，惠及5270余户居民。

泗水今年“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项目
投资1235 . 42万元，新建10千伏4 . 59千米，新
建0 . 4千伏13 . 37千米，新增变压器25台，新增
容量7600千伏安，改造完成后，将满足供热
面积达52 . 7万平方米居民冬季取暖用电。

为做好冬季采暖期间供电保障工作，泗水
县供电公司积极与各乡镇政府部门紧密配合，
提前摸排取暖台区负荷需求，对供电区域内农

村冬季取暖负荷进行了认真排查，建档立卡，
通过上门服务、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广大
客户宣传冬季安全用电、科学用电，介绍电价
优惠政策，争取百姓对清洁取暖的支持。同
时，不断拓展服务渠道，推广网上国网APP。
该公司各供电所开展了供用电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向客户送达隐患整改通知，联合职能部
门督促客户开展隐患整改工作。

为保障“煤改电”工程按期完成，该公
司第一时间成立“煤改电”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两级联动机制，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
施工队伍沟通协调，做好施工前入户宣传，
切实解决清洁取暖配套电网建设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组织营销、运检等多部门协同作

业，对涉及改造的村镇提前逐个进行调查摸
底，详细了解村镇低压线路、配变台区，建
立“日管控、周调度、关键节点重点督导”
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煤改电”用电供电
隐患专项排查，对“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
梳理，对户均容量不足、重过载配变进行重
点整治。从供电能力及供电可靠性两方面出
发，对配电线路、台区进行重点整治，对配
变高低压套管、柜内各设备及连接点集中开
展隐患排查。

针对老旧电杆拆除、电表箱轮换等工
作，各职能部门、供电所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农村用电专业安全管理，避免用电设施产
权不明、维护责任不清等问题，保证农村用

电安全，确保线路“零缺陷”、配变“零异
常”、抢修“零超时”、服务“零投诉”。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该公司采取政
企合力、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坚持“能带不
停、一停多用”原则，统筹施工计划安排，
在满足施工安全承载力的前提下，实施镇村
规模化施工，带电作业完成具备条件的台区
送电任务，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全力确保
“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项目送电任务安
全、优质、按期完成。今年以来，通过“党
建+安全管理提升”“党建+配电线路跳闸治
理”专项行动，累计开展带电作业1200余
次，减少停电近20万时户数，为辖区居民、
企业安全可靠用电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设计公司

推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应用
□陆诗建 刘海丽 尹倩

11月21日，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研究项目“二氧化
碳捕集与提高油气采收率前沿工程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成果总结交流会在京召开，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承担的“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获得
院士专家的一致肯定。

作为当前业内普遍关注的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四大方
向之一，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指将二氧化碳
(CO2)从工业排放源中分离后或直接加以利用或封存，
以实现碳减排的工业过程。作为一项有望实现化石能源
大规模低碳化利用的新兴技术以及碳减排的必经途径，
CCUS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据悉，作为中国石化驻鲁企业，中国石化石油工程
设计公司自觉承担国企社会责任，自2008年起着手布局
发展CO2捕集技术，先后承担3项国家级科技课题，在东
营胜利油田建成投产国内首套燃煤电厂烟气CO2捕集及
驱油封存示范工程，获国家专利授权30余项，相关技术
成果在国内碳捕集领域进行了应用和示范，有力推动了
CCUS技术发展。目前，公司科研团队正不断深入开展
CCUS技术研发及工业应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继续作
出贡献。

梁家矿智慧“大数据”

打造地面井下“一张图”
□刘立利 梁凯

“以往，集控室各自分散，硬件软件各自为战、互
不兼容，给矿井总调度带来很多不便；如今，技术人员
只需通过手机、PAD等移动终端，利用智慧大数据可
视化平台，就可以实现各类数据的跨系统、跨区域调
取、浏览和控制，实现地面井下‘一张图’。”11月23
日，在山东能源龙矿集团梁家煤矿智慧大数据管控平台
操作室内，该矿科技信息中心副主任董文杰介绍道。

为了促进信息化与安全生产、经营管控的深度融合，
该矿根据“一矿一策”原则，结合矿井实际，广泛考察，
深入调研，在与相关科研院所、公司合作的基础上，大力
实施智能化矿山建设。完成“智慧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建
设，将矿井生产相关的人员、环境、设备等生产运行信息
全部统一，通过有效整合、集中管控，及时处理、指导和
调节各生产系统和环节运行，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安全风
险，支撑矿井智能化发展。如今，一体化的集成管控模式
对矿井各子系统实现了精准接入。

□刘自军 罗涛

11月28日，网上国网“线上+线下”消费
扶贫网上行公益活动在巨野举办。线上“用
心陪伴您的每一度”活动自10月17日起至12
月31日，山东电力的客户通过网上国网APP
交纳的每一笔电费，国网山东电力公司都将
捐出2分钱，为定点帮扶巨野县特需贫困户冲
抵电费；线下，国网客服中心网上国网运营
中心联合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国网巨野县供
电公司以及当地政府扶贫办、扶贫产品经销
商等单位，开展扶贫带货推送，给予网上国
网APP充值客户采购扶贫农产品优惠，更好
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市县地方十余家媒
体记者现场采访报道。

“以前都是到营业厅办理业务，没想到
用手机交费更方便，还可以为贫困户献爱
心，又得了个小礼品，多好的一件事！”网
上交费客户刘雪清举着手中的布娃娃玩偶高
兴地说。在巨野县佳和广场，“一度电，传

播大爱，温暖人心”大型暖色宣传海报格外
引人注目，百余名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彩虹
共产党员服务队员、扶贫产品销售人员正热
心为客户讲解网上国网APP安装使用和活动
折扣，办理网上国网电费充值业务，帮助购
买地方特色扶贫产品。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公司三星级
以上营业厅设置了扶贫产品展销柜台，帮
助贫困户拓展扶贫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国网巨野县供电公
司营销部主任刘国庆介绍。在巨野县供电
公司中心营业厅，小磨香油、辣椒酱等优
质扶贫农产品琳琅满目，营业厅醒目位置
摆放了“小屈书记种稻记”网上国网消费
扶贫网上行宣传海报，方便办电客户了解
活动内容。营业厅人员向前来办电的客户
主动介绍活动内容，引导客户通过网上国
网APP交纳电费，采购扶贫农产品，积极
参与消费扶贫公益活动。

在扶贫农产品展销区，刚刚喜获丰收的

“鲁麟州”河田稻米产自巨野县田庄镇杜庄
村，也是该村有史以来的“头茬”大米，清
香纯正，颗粒饱满，绿色无公害，备受市民
青睐。据村支部书记杜启胜介绍，村里之所
以改种大米，还是国网菏泽供电公司驻村第
一书记屈国栋带的头。以前杜庄村农作物一
直以小麦、玉米为主，价格便宜、产值不
高，种植大米后亩产值增加近1000元，为村
民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

“我们有一个扶贫车间，优先为周边
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并且公司每年都
会拿出一定份额的资金用于贫困户帮扶，
产品销售得好，贫困户也会得到更大的收
益！”山东康世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谢烁说
道。活动现场，参加扶贫农产品带货推送
的厂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展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的。

据了解，网上国网APP是线上办电更简
便渠道，可实现用电交费、业务办理等多种
业务“一网通办”，实现5项复杂业务“最多

跑一次”，16项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
最大限度助力广大电力客户足不出户办理业
务。网上国网专设“热点”频道开展内容宣
传，对百姓关注的电价情况、用电常识等进
行科普宣传，协同各省公司开展公益活动、
传递温暖，开展丰富的领券电费红包活动，
增强电力知识科普趣味性，让广大客户用电
交费更便利，用电更实惠。

国网山东电力公司高度重视“网上国
网”运营推广，在网上国网“热点”频道
开展本次活动宣传。当天，国网巨野县供
电公司21个供电营业厅同步开展消费扶贫
带货推广活动，并利用“村村响”广播提
前介绍活动内容和地点，全省供电营业厅
同步开展网上国网消费扶贫推广活动。目
前，山东电力已完成网上国网APP注册客
户1700余万户，正全面推广网上国网“线
上+线下”消费扶贫公益活动，让您用的每
一度电都发出温暖的光，为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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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国网“线上+线下”
消费扶贫网上行公益活动在巨野举办

2020年10月15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曾在公司网站(链
接地址：http：//sales.coamc.com.cn/html/4f7c3b3f-b1ab-
11e8-98ef-6c92bf10fce5/ASSET_DISPOSITION/20201013/
2c58986b-7eb9-45d2-8f6f-92bd1c2ec60f.html)及《大众日

报》第8版发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关于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等10户
资产包的处置公告》，拟对所持有的烟台捷林达通用齿
轮箱制造有限公司等1 0户资产包 (编号：COAMCQD-
JLD )进行处置。现因资产包内项目调整，根据相关规

定，特发布本公告对原处置公告进行补充，公示资产包
变更事宜。

此次调整，将原资产包内青岛龙海轮胎制造有限公
司等4户项目剔除，增加了青岛夏润石油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调整后，本资产包总金额为24 ,503 . 61万元，包

含债权 7户，涉及本金合计 1 4 3 4 5 . 9 6万元，利息合计
10157 . 65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
的截止日为2020年9月20日）。分布在山东省青岛市、烟
台市。

具体情况如下：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上述资产处置
方式为打包处置。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
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
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
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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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财务状况
良好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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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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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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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工作日。

联系人：邱先生 魏先生
联系电话：0532—58760780/0532—58760763

电子邮箱：qiuyanbin@coamc.com.cn、weice
@coamc.com.cn

东方资产山东省分公司地址：青岛市市南
区香港中路6号甲B座三楼

邮编：2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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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

0532—58760779(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监督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青
岛监管局 电话：0532—83895572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电话：0532—8307929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2020年12月1日

序号 债权名称 所在地 本金 利息 担保情况 资产状况 其他

1 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烟台市 18,997,644 . 27 2263309 . 62
抵押人：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钟广军、张淑静

原抵押资产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永达街967号的房产和土地(房产证号为烟
房权证福自字第Z00723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烟国用2006第31342号)用途为工
业用地，土地面积33552 . 0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0785 . 51平方米

借款人已进入破产程序，抵押资产已被破产
管理人拍卖

2 烟台天宏机电有限公司 烟台市 16,897,797 . 40 3902056 . 76 保证人：王超、孙英杰、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已进入破产程序

3 烟台市福山区鲁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 18,000,000 . 00 3595977 . 39
抵押人：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鞠传美、张广军

原抵押资产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永达街967号的房产和土地(房产证号为烟
房权证福自字第Z00723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烟国用2006第31342号)用途为
工业用地，土地面积58262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8824 . 41平方米

抵押人已进入破产程序，抵押资产已被破产
管理人拍卖

4 青岛顺政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15,670,394 . 34 27318697 . 53 保证人：青岛佳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已破产，破产程序已终结

5 青岛亿路发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市 39,728,066 . 28 24246428 . 39 保证人：青岛佳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已破产，破产程序已终结

6 青岛顺嘉隆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市 14,166,003 . 53 21765501 . 89
保证人：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展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华汇电子有限公司、青岛振兴纸管有限公司、
徐成欣、纪秋花、张军

保证人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进入
破产程序

7 青岛夏润石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 19,999,712 . 68 18484479 . 88
抵押人：青岛夏润石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献志、张毅轶、张震坤
莱西市夏格庄镇长江路北、泰山路东的土地，产权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

第2013128875号，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面积为98423平方米

债权截止日2020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关于烟台捷林达通用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等7户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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