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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以及财政部、银保监会有关规定，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下列附表中所列的以

下债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其他应付款，已依法转让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

已依法转让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立即向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虞先生，联系方式：13951575480，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备注1：本公告清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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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至2015年11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备注3：若本公告清单中保证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保证责任的免除，保证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保证责任。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合同编号 担保人 债权本金折人民币余额
（截至交易基准日
2015年11月15日）

1 苏州海盛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345]号 苏州汇基纺织有限公司、苏州绿源纤维科技有限公司、陈菊泉、杨丽英、潘夏荣、蒋永芬 1,0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14]号 吴江市广通纺织品有限公司、陈菊泉、杨丽英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370]号 陈菊泉、杨丽英、杨国强、沈卫芬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346]号 杨国强、沈卫芬

2 吴江市金桥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32]号 吴江市品信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诚意纺织有限公司、钮伟根、沈小芳、庄大良、
施叶岚、沈建国、庄莉萍、钮发林、吴建珍、钮奇帆 78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33]号 钮奇帆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931]号 吴江市久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吴江久美微纤织造有限公司

3 吴江市盈富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786]号 吴江市巾帼担保有限公司、苏州闽隆织造有限公司、苏州市天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谨富、何海玲、洪振农、留碧圆、施全兴、柯翠云 299.98

4 苏州好纳针织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317]号 苏州华威铜业有限公司、顾伟杰、徐冬梅、汝雄强、汝雄飞 2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318]号 顾伟杰、徐冬梅

5 苏州尚尔斯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021]号 吴江金通电缆厂、久知（苏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久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孙建新、朱红玲、朱小龙、王红、倪春妹、孙建春 1,692.3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020]号 吴江吉威实业有限公司、久知（苏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久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孙建新、朱红玲、倪春妹、孙建春、姚会林、金守林

6 吴江市旗绸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1064]号 苏州迪川织造有限公司、吴江市森焯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张钢强、李惠珍、 599.96
张一奔、李柏青

7 吴江市荣泰橡塑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506]号 吴江明士达纺织有限公司、吴江市荣泰纺织品有限公司、吴江市荣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染料有限公司、上腾新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顾建荣、钱巧珍、何凤英、
杨伟明、杨汉中 8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520]号 钱晓亚
8 吴江市越帅织造厂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194]号 苏州汇基纺织有限公司、蒋兴华、徐忠英、潘夏荣、蒋永芬 446.50
9 吴江国立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873]号 苏州中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吴江市宽永丝绸有限公司、钱国东、胡美英、钱程、

王琛、黄建平、钱慧琴、王天荣 39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099]号 吴江大程纺织有限公司

10 吴江市康泰水资源环保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1154]号 苏州市同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沈建忠 6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070]号 季雄军、沈建忠

11 吴江市协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465]号 吴江市南新喷织有限公司、苏州源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戴忠林、陈宜、尤黎、王斌、
肖华、李忠元、杨雪荣、胡学明、吴倩霞、沈正华 9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067]号 吴江邻苏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苏州格雷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吴斌、顾评
12 苏州千丝织造有限公司 苏银授字[320584001-2015]第[000361]号 792.88

苏银高保字[320584001-2015]第[000362]号 吴江市怡隆纺织皮革有限公司、钱明华、寿丽娟
苏银高保字[320584001-2015]第[000363]号 吴江市天迈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俞建茂、沈旻昳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11]号 寿丽娟、钱明华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21]号 吴江市天迈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俞建茂、沈旻昳、钱明华、寿丽娟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222]号 寿丽娟、钱明华

13 吴江磊安织造厂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0736]号 吴江市宇焕纺织有限公司、徐新雷、钟其芳、钱永明、钱春香 354.44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0766]号 吴江磊安织造厂

14 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0181]号 吴江市第二印染厂、吴江市宏丰喷织厂、郦国强、计明华、黄松明、胡永珍、沈云峰、陈春芳 895.00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4001]第[000182号 计明华

15 吴江市万利达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215]号 吴江市万诺织造有限公司、吴江市兆丰织造有限公司、吴江中丝纺织有限公司、江苏德仁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邵勋祺、刘岚、李晔、吴安安、邵志农、范雅英、范兆华 1,0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1216]号 吴江市万诺织造有限公司、吴江市兆丰织造有限公司、吴江中丝纺织有限公司、江苏德仁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邵勋祺、刘岚、李晔、吴安安、邵志农、范雅英、范兆华

16 吴江永祥酒精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454]号 吴江市正晖喷织有限公司、苏州坤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严坤祥、邱根仙、龚建根、
徐凤妹、严建荣、姚家珍 1,000.00

苏州银行字[2014320584001]第[000455]号 湖州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 苏州华诚光学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10001]第[000094号] 苏州超联光电有限公司、许梦琦 1,759.14

苏州银行字[2013706610001]第[000095号] 苏州市新苏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许梦琦
18 苏州联佳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10001]第[000172]号 苏州点精光电有限公司、郑慧臣、高坤玉、陶洁 1,000.00
19 苏州好佳佳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2706610011]第[000123]号 周瑞林、周开龙 580.00

苏州银行字[2013706610011]第[000202]号 苏州嘉禾纸业有限公司、沐阳凯伦食品有限公司、丁美燕、周开龙
20 苏州鑫特森家俱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0118]第[000121]号 杨益、易丽、王伟康、毕爱萍 150.00
21 宿迁市常鑫建材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6101]第[000611]号 江苏固丰建材有限公司、杨勇、邵春兰 295.27
22 宿迁市旭峰粮贸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6100]第[110102]号 宿迁市金谷粮食有限公司、朱平、钟彬 300.00
23 江苏通宁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6003]第[000062]号 江苏通宁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郭汉炎、陈燕 1,500.00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6003]第[000039]号 华东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郭汉炎、陈燕

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债权转让协议，附表中所
列的以下债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其他应付款，已依法转让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向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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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人：虞先生，联系方式：13951575480，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备注1：本公告清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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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至2019年2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备注3：若本公告清单中保证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保证责任的免除，保证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保证责任。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合同编号 担保人 债权本金折人民币余额
（截至交易基准日
2019年2月25日）

1 苏州赛特尔机床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0185第000120号 苏州赛特尔集团有限公司、苏州赛特尔集团机械有限公司，郑传飞、祝慧清 0.00

2 张家港亚兴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320582001第000901号 申金兰、柳陵熙、朱魏枫 705.73

3 泰兴市好来居家饰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0103第000353号 刘根金、刘根虎、刘根福、吴敏娟 5,385.32

苏州银行字2013706660103第000354号

4 涟水县汉邦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字2012706666201第000168号 涟水县汉邦置业有限公司、崔海林、刘丽红 10,988.74

苏州银行字2012706666201第000169号

苏州银行字2012706666201第000170号

本报讯（通讯员 许文峰 记者 鲍
晶）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下半年，该局将在 12 个
高铁普速一体火车站、4 个普速火车站
和 1 个高铁火车站增设 104 台 " 刷脸
进站 " 设备（即自助实名制核验闸
机）。届时，长三角铁路 " 刷脸进站 "
设备由原来的 476 台增加到 580 台，
覆盖的地区和范围由 26 个城市 48 个
火车站，扩充至 40 个城市 65 个火车

站，旅客进站候车更畅通。
据悉，为提升客运火车站进站实

名制核验能力和效率，推进进站 " 畅
通工程 " 实施，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今年下半年在铜陵、池
州、义乌等 12 个日均客发量 5000 人
次以上的高铁普速一体车站，新沂、海
宁、昆山等 4 个日均客发量 3000 人次
以上的普速客站，以及温州南站高铁
站增设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具体增

设的车站和数量为：诸暨站 4 台、衢州
站 4 台、丽水站 4 台、海宁站 3 台、金
华站 5 台、义乌站 13 台、温州南站 14
台、芜湖站 16 台、铜陵站 6 台、池州
站 6 台、安庆站 6 台、新沂站 4 台、泰
州站 3 台、扬州站 3 台、南通站 5 台、
淮安站 3 台、昆山站 5 台。

近年来，长三角铁路旅客发送量
屡创新高。仅今年暑运以来发送旅客
已突破 1 亿人次大关，日均发送旅客

超过 220 万。8 月 17 日发送旅客
271.2 万人，同比增加 65.4 万人，同比
增长 31.8%，创长三角铁路历年暑运
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旅客发送量持
续高速增长，对进站候车等各方面服
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介绍，实名
制核验用机器替代人工、由人工向智
能升级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提高
进站通行效率，减轻客流高峰时段实
名制核验压力。

“刷脸进站”增至长三角40城65站 尹少鹏 (溧阳市总工会宣网部）:

时代需要，正当其时

近日，苏州22名快递从业者获评专业技术职称。有
网友赞“行行出状元”，也有网友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这
是时代需要，可谓正当其时。

任何人只要其创新能力和成果给社会带来效益，都
应该获得评职称的资格。就快递行业来说，并非全由满
街跑的快递小哥构成，其中还有很多技术人员。由此可
见，快递员可评职称，是对创新的鼓励，也是新兴行业人
才培养与激励的必要举措，这更是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的需要。

我认为，很多新经济业态的员工，都可以获得评职称
的资格。而快递员可评职称是开了好头。有理由相信，
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从事人员都会进入职称评审的行列。

“评职称”不仅事关劳动者收入和晋升，事关人民群众享
受更好的政务服务，更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努
力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王冠成（射阳快报）：

快递业评职称是时代的进步

以前评职称，都是医生，教师，科研人员及高端技术
领域的人员享有的权利，如今江苏省对快递行业的快递
小哥评职称，是对一线员工工作的肯定与激励，是时代的
进步。我想，任何一线行业都可以开展职称评定和申报，
像过去申报过的理发，厨师，技工等要继续保留，还要鼓
励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一线员工申请申报职称，让这些有
技能有技术的人才按级申报职称，但也要有规定规范规
矩，否则就失去了申报和评审的意义。

阚久海（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工会）：

体现与时俱进人才观

快递业评职，首先能体现其技术水平。以评审职称对
快递从业人员的学历、技术、能力给予相应的评价，反映其
专业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在工作实际中的成就。其次是
能体现其地位和待遇，让高素质业者获得与其相应的待遇
和经济报酬。再次是能促进行业人员素质的提升。通过
评审职称，促使快递从业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
业务能力，增强责任心、事业心，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曹建明（戚机厂报社）：

不能一评了之

今年，江苏在职称序列中首次增设快递工程专业，分
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四个层次，对应的职称为技术
员及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快递业方兴未艾，建构快递行业职称评价体系，可以
让快递业从业者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也有助于促进快递业
从业人员的有序流动，给普通劳动者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调
动快递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形成敬业爱岗的氛围。

但给"快递小哥"评职称，不能一评了之，也不能发放一张证
书了事，而是需要提高快递业职称证书的含金量，使拥有职称证
书的从业人员，在就业、工资待遇以及劳模评选方面获得一定资
质和优惠，同时，要求快递企业在聘用人员中，需要对不同层级职
称人员规定相应的比例，全面提升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
质，推动快递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快递行业、快递企业、从业
人员的多赢。

主持人：近日，有快递小哥爆料称，某60层高的写字楼要求快递小
哥每月缴纳100元的电梯费，才可以使用电梯。目前，虽然已有不少快
递员缴费，但对于这种做法很不满。快递员表示，不交电梯费就只能走
上去，并且会有保安看着。向快递
员收电梯费您觉得合适吗？欢迎
分享您的看法，来稿300字左右。

邮箱：1036639134@qq.com；
微信：Zhigongliaoba;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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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鲍晶）江苏省全民阅读活
动领导小组日前印发通知，在全省组织开展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

本次活动以“阅读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
因”为主题，从8月下旬启动，到今年12月底结
束。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发布荐读书单，
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将发布70种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活动“荐读
图书”；举办示范阅读活动，8月下旬在南京举
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色经典阅读启动
活动，9月下旬举办“穿越70年经典永流传——
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开展分众阅读活动，省文
明办将牵头举办“致我心中的周总理”全省青少

年诵读活动，省妇联将牵头举办“我的祖国，我
的家”家庭阅读活动等；开展荐读导读活动，在
全省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和基层书屋等阅读
阵地，设立“70种荐读图书”专柜进行展示推
荐，江苏省全民阅读办还将制作“70种荐读图
书”音频产品，并在喜马拉雅设立“红色经典阅
读活动”听书专区，向读者提供免费听书资源。

我省要求各设区市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文化
资源，发挥好阅读志愿队伍作用，扩大读者参与
面，确保红色经典阅读活动取得实效。各县（市、
区）阅读办牵头，把阅读红色经典纳入正在开展
的全省农家书屋“万场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发挥
好农家书屋阵地作用，服务好农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晴朗无雨的天气已
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不过这样的晴好天
气从今天起就将被台风、冷空气和雨水打破。
江苏气象表示，从今天起，我省将多阴雨天气。

雨也分大小，今天我省从北至南的降水基

本都是分散性雷雨，尚属于小打小闹，但明天
全省将经历一场强降雨，其中江淮之间局部地
区将出现暴雨天气，届时淮北地区的气温将暴
跌，最高温度只有26至27度，沿江苏南地区的
最高温度仍然维持在32至33度左右。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斌 记者 万森）我省进一步推进网
络空间安全治理法治化。近日，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在南
京举行法律专家首次聘任仪式，这是继协会网络安全事件
处置应急响应团队、技术支撑团队之后的又一有益尝试。

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省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主任陈逸中向受聘法律专家分别颁发聘书，他表示，自
此协会有了自己的法律专家队伍，将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会
员单位合法权益，共建法治网络环境，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陈逸中说，随着网络迅猛发展，网络犯罪案件数量逐年
上升，协会会员单位遭受不法侵害事件也逐年增多，此次聘
任法律专家是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推进我省网络安全法治
化建设的具体体现，更是协助会员单位依法依规应对不法
侵害的务实之举。他表示，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不是某个
人、某部门的事，需要共同参与，深化合作，形成治理合力。
今后，协会将在法律专家和会员单位之间建立常态化沟通
机制和建立快速响应联动机制，更好地了解诉求，提供政策

解读、法律咨询等服务，更快地介入问题、拿出方案，做到
反应及时、响应实时、处置高效。

省司法厅副厅长、省律师协会行业党委书记张武林寄
语在场法律专家，这份聘书既是一份荣誉书，也是一份任务
书、责任书，更是一份检验书。受聘法律专家要牢固树立网
络安全意识，切实增强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的责任感，在做好
会员单位法律服务工作的同时，努力在宣传网络安全政策
法律法规、提出维护网络安全、促进行业发展方面提出合理
化法律建议，在制定并实施互联网行业标准、规范和自律公
约等方面提供法律支撑，切实有效提升我省网络空间依法
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此次获聘的10名法律专家都是我省刑事司法、信息网
络、知识产权等领域建树颇丰的资深律师，首期聘期2年，
分别是：朱宏伟、李郁祥、陈佳、周亮、赵胜、原浩、徐小兵、徐
棣枫、徐昊、曹力。聘任仪式上，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共同促进我省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法治化，形成依
法治理网络空间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 陆取 记者 赵叶舟）记者从江苏省体育局经
济管理中心了解到，提前举行的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轮滑比赛
24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揭开战幕，我省运动员郭丹在首日举行
的女子500米争先赛中以46秒09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我省
自主培养的运动员历史上首次在全国冬运会上获得金牌；在随后
进行的女子10000米积分淘汰赛中，郭丹再接再厉，以23个积分
排名第一，收获本届冬运会个人第二金。

据了解，除郭丹外，我省代表队还收获两枚银牌，分别是张梓
博男子500米争先赛和张弛男子10000米积分淘汰赛。郭丹所
属的江苏省速度轮滑队于2003年组建，由苏州市体育局承办，
2016年6月，我省在苏州市轮滑优秀运动队基础上正式组建江苏
省速滑队（速度滑冰和轮滑），成为全国首支速滑两栖“北冰南展”
的试点运动队。今年29岁的郭丹，曾获得轮滑亚锦赛300米、
1000米、世界运动会1000米、10000米等项目金牌，是我国速度
轮滑著名选手。

本报讯（通讯员 方方 记者 徐嵋）记者昨日从江苏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8月23日，江苏省企业注销网上一体化平台正式
上线，26日正式运行。平台的建立使得企业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促进网上平台、实体大厅、移动客户端、自助终端融合融通，线上
线下功能互补，使得社会各界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据了解，注销一体化就是指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申请营
业执照注销登记、税务注销登记、社保注销登记、商务备案注销、
海关注销，除法律法规内容规定情形外，以“一网登录、一次认证、
一键预约、一网共享、同步办理、信息反馈”的方式实行网上一站
式注销服务。该平台运行上线后，可为企业提供简易注销和普通
注销两条路径。通过系统全方位优化，极大的简化程序和材料，
全面公开各部门注销流程、条件时限、材料规范、办事地点等信
息，并及时将办理注销业务的流程进度和结果告知企业，进一步
提高企业注销登记便利化程度。

注销一体化的网址为：http://www.jszwfw.gov.cn。实现
注销一体化以后，各平台信息联动加强，使企业避免重复注册，充
分利用原有账户，减少企业重复劳动。

遗失启事
●荣海青遗失就业证，证号：3204812019035967，声明作废。
●江苏安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尹成

刚）遗失，声明作废。
●谢幸之遗失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编号：C＿

0864824，声明作废。
●江苏建名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8 月 23 日，南京
首家山姆会员商店
迎来两周年店庆，凭
借对食品安全标准
的严苛坚持，山姆被
雨花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授予“肉菜管
理示范超市”称号，
这意味着在山姆的
肉菜商品全程可溯
源，让市民买得放
心，吃得更放心。

张旭 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江苏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活动

晴天戛然而止，今起雨水上线

我省实现冬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江苏企业注销网上一体化平台上线

我省推进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法治化

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聘任一批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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