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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本报记者 王剑兰

9 月 10 日，2018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巴中-恩阳赛段）开赛，赛段全长约 158 公

里，来自国内外 21 支职业车队近 200 名车

手，驶入巴中，挑战“最美乡村”赛段。环中国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继环法、环西、环意、环

湖赛四大赛事之后竞赛天数世界第五、亚洲

第一的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本届环中国自行车赛·巴中段，集运动、

休闲、观光为一体，旨在传播体育文化，畅享

美好生活。现场还有嘉年华、文化表演、荣誉

骑行、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巴中人民呈现出一

场文化体育盛宴。

上午 9 时，宜宾五粮醇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常春在开赛致辞中表示“五粮醇

愿与大家一起，秉持‘选的好、生活更美好’

的品牌文化理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打

造平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幸福中国作出应

有贡献！”

围绕“选的好、生活更美好”的核心品牌

诉求，五粮醇坚持以消费者为核心，希望通过

自己的品牌力量，与广大消费者产生情感共

鸣。为此，五粮醇在活动现场为前来观赛的市

民准备了趣味互动活动，并送出了上千个现

金红包和实物奖品，与大家共同分享运动之

乐，让美好生活“动”起来。

上午 10 时，比赛正式开始，历经近四个

小时的比赛，最终来自意大利安德罗妮车队

的马克和马蒂欧赢得了本赛段的冠军和季

军，来自哥伦比亚曼萨德车队的塞巴斯蒂安

赢得了本赛段的亚军。

五粮醇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环中国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巴中-恩阳赛段）作为五粮

醇中秋国庆“我敬祖国不止这一杯”系列活动

的重要一环，通过自行车赛这一充满速度与

竞技、积极而健康、日益大众化的体育项目，

展现出追求美好生活的多种方式。五粮醇始

终以打造中国小康生活用酒首选品牌为使

命，始终坚持以品质为核心、不断创新求进，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努力。

美好生活“动”起来
五粮醇牵手2018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茅台生态农业公司“悠蜜”品牌在天猫

与京东平台开设的旗舰店于 10 月 10 日正

式开业，这代表悠蜜(Umeet )系列产品又向

“健康消费、轻饮前行”迈进了一大步。

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属贵州茅台集团全

资子公司，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围绕茅台集

团“做足酒文章，扩大酒天地”发展战略，始

终坚持“健康分享、绿色发展”的经营理念，

充分发扬茅台人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和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先后研发了新产品蓝

莓、菊花、玫瑰、人生 U 味等系列利口酒以及

果干、果汁、发酵酒等蓝莓系列产品，以满足

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始终秉承茅台集团

“大企业有大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带动能

力强、受益面积大、经济效益好”和生态农产

品的精深加工为企业发展定位，努力成为帮

助农民精准脱贫的支柱企业。现已建成自有

蓝莓种植基地 5000 余亩，采取“三带”产业

扶贫模式（品牌带产业、龙头企业带基地、专

业合作社带贫困户）带动 37 个自然村寨种

植蓝莓 1.9 万亩，涉及 6000 多户（其中建档

立卡 4000 多户），贫困户实现了年均收入 2
万余元的目标，取得显著成效。

2018年，公司为迎合新营销、新需求，致

力于建立自身营销渠道，进行了一系列结构

优化、产品优化、市场优化，使“悠蜜”系列产

品直达终端、直面消费者。10 月 10日开始，

可通过天猫、京东平台购买，进一步满足消

费者需求。

渊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组稿冤

“一场虚惊”
炼“真金”

“真金不怕火炼”，火却着实能够检验

出“真金”。

“报告闫书记，淮北信合项目部方向

疑有火情，我们正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10 月 3 日晚 7 时许，一团浓烟冲天

而起，刺破了皖北煤电麻地梁矿的宁静。

接到值班巡逻王欣欣的火情预警电话，麻

地梁矿综合办副主任、纪委副书记闫心营

不顾脚部扭伤带来的伤痛，急火火就朝现

场赶。一边向调度和分管领导汇报，一边

指挥洒水车赶赴现场。想着小伙子们处置

火情没有经验，千万别出现不断电、就灭

火的情况，闫心营又电话向带队负责人王

欣欣强调了扑救火灾注意事项。

顺着烟雾来到淮北信合项目部所在

地，火势已得到有效控制，几名保安和项

目部人员正用铁锹端土对附有火星的残

余物进行掩埋。看到现场并无大碍，闫心

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原来，浓烟系项目部人员为图懒省事

焚烧垃圾和杂物所致。对于这种只图个人

方便，置集体财产和安危于不顾的行为，

闫心营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责令进行整

改。

“这种对于险情的快速反应，用钱都

买不来。”小伙子们在突发状况下的出色

表现，令闫心营十分满意。闫心营说：“遇

到这种情况，在领导未赶到的情况下，小

伙子们完全可以磨洋工，但他们没有这样

做，而是第一时间将灭火器、铁锹等临时

救灾工具备齐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精神十

分难得。”

虽说是一场虚惊，却无形中检验出了

综合办保卫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快速反应

能力，这都得益于日常管理当中的事无巨

细、谆谆善诱。按照“人人都是管理者、人

人都有责任区”的管理思路，综合办保卫

对有限的人员实行分工负责制，并通过每

周一次的例会统一思想、鼓舞干劲，确保

平时有针对性地练、有针对性地管，急时

迅速拧成一股绳，快速反应、集体处置，拉

得出、用得上、起作用，迅速将隐患消灭在

现场。

不能因为是一场虚惊就任由隐患溜

走。为切实吸取教训，防范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次日，闫心营与负责消防的刘欣坐

在一起，又就如何提高防火意识、加强消

防安全教育、建立防灭火设备设施存放点

进行了讨论。

“一场虚惊”炼“真金”，为了企业的生

命、财产安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力投

身救灾抢险当中，这样的精神值得点赞，

也教会了我们何为忠诚，何为责任和担

当！ 渊胡云峰冤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井盖作为城

市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智慧城市的

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反映着一

个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国范围内有井盖 50 亿个以上，全国每年

新增、更换井盖 1500万个以上。航天科工二

院 203 所自主研发的井盖监控系统，采用智

能化的管理手段，快速发现和解决井盖丢失

的问题，避免由于井盖丢失，造成的人、车坠

井问题，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井盖监控系统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北京西郊

民巷智能井盖监控工程、江西抚州市政工

程、宁波智慧管网工程、昌平未来城智慧管

网等一系列工程，提升了城市的智能化管理

水平。

系统主要采用扩频通信和窄带物联两

种通信方式，扩频通信采用特高频（UHF）传
输，信号的穿透性好，接收灵敏度高，没有通

信的维护费用，续航时间长，适用于复杂场

景和偏远山区。采用窄带物联网方式，通信

网络由运营商维护，网络更加稳定可靠。

此种井盖监测系统安装方便，寿命长，

具备最高防护等级，具有防水防尘防腐蚀的

特点，通过传感单元，监测井盖的倾斜角度。

当有井盖出现非正常开启的时候，井盖监测

系统就会把状态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发送到

数据集中器，由集中器将数据推送到后台的

服务器。在系统上弹出报警信息，同时显示

井盖当前的位置和状态；如果是正常的维护

使用，通过井盖监测系统地撤防操作，可以

在井盖开启时避免报警动作。另外井盖监测

系统可以通过不同颜色来显示井盖的不同

状态，设备正常开启（绿色），设备异常开启

（红色），低电量（灰色），设备故障的状态（黄

色）。

目前，203 所紧跟用户的不同需求，正在

紧锣密鼓地研发其它系列的产品，进行更新

和迭代。新产品将适用于更加复杂的井内环

境。设计师王旭介绍道，井内的环境五花八

门，井壁有曲面和平面。而且井盖背面也是

各式各样，有的不带加强筋，有的带有加强

筋，加强筋的形势也多种多样，有花型、星

形、格子型等等，新型的产品将适用于所用

类型的井内环境。

渊一鸣 王旭冤

淮北矿业涡北选煤厂为适应新状态、新

格局、新阶段的需要，大力推进品牌建设，强

调树立“大质量”理念，采取多项措施，进一

步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打造一流的“涡

选焦”、“涡选肥”精煤品牌，提升企业质量效

益。

提高认识袁充分发挥各级管理者的领导

作用遥该厂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公司实施“品

牌战略”的重要意义，要把质量效益提高到

战略高度来抓，强化“大质量”、“质量效益”意

识，营造全员参与的氛围。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领导

身先士卒认真学习、宣贯并组织实施体系标

准，充分发挥导向、指挥、督导、协调的作用，

使各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策划并结合本厂实

际情况和生产工艺特点，编制符合实际、便于

操作的文件化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同时把内

部管理制度、各工作业务流程与程序及各过

程环节相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企业管理

与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相互融为一体。

持续改进袁依靠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品

质量遥 采用多种形式对员工进行宣贯培训，

使每个员工了解和自己有关的程序文件，了

解自己在整个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中的作用

和地位，了解整个质量管理体系是如何运作

的等等知识，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执行

效果。坚持管理创新，抛弃“经验”主义、“将

就”主义，建立长效协调机制。注重“预防为

主，过程控制”。认真开展管理评审和内审工

作，认真总结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绩效，发

现其不足，优化工作程序。

强化考核袁 构建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遥
通过检查与考核手段来实现质量管理体系

的有效执行。在检查与考核工作中，对各部

门及员工的工作进度、质量进行及时的监督

和考核，促进各部门不断改进工作质量。建

立了数据化质量考核指标，通过层层分解，

做到“人人有指标，事事有考核”，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四不放过”，严格执行

考核制度，对违规操作或未达到指标的部门

或人员，按规定进行处罚，对表现优秀的部

门或员工进行奖励。 渊洪美玲冤

遵化首个装配式棚改
项目首栋楼封顶

日前 ，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河北省

遵化市首个装配式棚改项目、重点民生工

程———乔家洼、流水沟村棚户区改造回迁安

置房项目一号楼封顶，这也是该项目首栋封

顶的住宅楼。

由中铁十八局集团房地产公司开发、建

安公司和大都公司承建的遵化文苍路东侧和

乔家洼、流水沟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是遵化市

的一项保障性住房工程，共建设保障用房

1716 套，项目总建筑面积 22.9 万平方米，包

括 15 栋住宅楼和地下车库。

中铁十八局集团大都公司副总经理兼河

北工程管理部指挥长彭肇武介绍，装配式建

筑，简单来说就是工厂造零部件，现场拼装房

子。比起传统的手工建房，装配式建筑主要有

环保、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提高工程质

量和施工效率等优点。

大都公司遵化项目经理刘汉林介绍，该

项目住宅楼为剪力墙结构，顶板、楼梯采用装

配式施工，工期紧、工艺新、环保要求高、跨越

冬季和雨季等困难。为打造让老百姓放心的

精品工程，项目部以河北省建筑工程安济杯

奖(省优质工程)为目标，坚持标准化设计、工

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

建安公司遵化项目经理李纬介绍，他们

通过科技攻关，解决绑框梁与吊板装配部件

冲突等难题，另外通过调整墙体顶板施工顺

序以达到提高施工质量、缩短工期的效果。

据了解，为添彩绿色遵化，中铁十八局集

团制定了集环境质量监测、科学防尘抑尘、排

除扬尘隐患等多管齐下的环保方案，严格按

照施工现场围挡率达到 100%，进出道路硬化

率达到 100%、工地物料篷盖率达到 100%等

六个“百分百”的要求，多管齐下治理扬尘，精

心呵护遵化绿水蓝天。

渊伍振 曾海波 程小燕冤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水峪煤业

决战后 100 天
打好攻坚战

水峪煤业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后 100
天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近日，水峪煤业从安全

培训教育、隐患排查治理、现场安全监管、责

任落实追究“四个”到位入手，加大安全管理

力度，决战后 100 天，打好攻坚战，确保矿井

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安全培训教育到位遥利用班前会、周五安

全活动等形式，强化对特种作业人员、生产一

线职工的安全培训，着力提高职工的安全素

质，增强职工安全操作技能。

隐患排查治理到位遥 发挥好矿井每旬开

安全大检查、专业性检查队组检查、班组自查

各级安全检查的作用，全面梳理排查各类安

全隐患，并严格按照“四定五落实”抓好整改

落实，不能立即整改的，抓好隐患跟踪监管。

现场安全监管到位遥 加强对生产现场重

点环节、薄弱环节、重要岗位、特殊地段的监

管，注重发挥安全小分队、党团小分、群监岗

员、青安岗员的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做到安

全时时有人管、处处有人管，确保安全监管无

死角、全覆盖。

责任落实追究到位遥 认真执行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理规定，严格落实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督促各级管理人员

履职尽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安全管理不

到位和安全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公司

将严肃追责。 渊郭丽萍冤

四川华蓥山发电公司
超额完成三季度发电任务

三季度，国电四川华蓥山发电公司累计

完成发电量 3.4 亿千瓦时，完成计划电量的

162%，同比增加 20%，为完成全年发电任务

奠定了基础。

下半年以来，该公司认真落实国家能源

集团年中工作会精神，以巩固安全文明生产

标准化达标成果为抓手，始终把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首位，认真全面落实安全责任，把安全

生产责任制贯穿于各个层次各个岗位；按照

“一岗双责、党政同责、齐抓共管”要求，坚持

把安全生产目标纳入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和

安全生产责任书，逐级细化分解和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措施，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最大限度

争取发电空间，积极转变营销观念，主动把握

市场动态，把智慧营销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

增强营销工作的前瞻性，深入研究宏观经济

走势，准确把握四川外送电量、区域天气和用

电情况，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充分发挥川渝外

送断面支撑作用的自身优势，实行日跟踪、月

计划，分解落实年度发电量任务，科学制定有

针对性的抢发电量措施，抓住四川区域 7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和 9 月 3 日至 9 月 6 日两

次高温天气负荷需求大增的机会，开出双机

高负荷运行;营销、生产、燃料部门密切沟通，

根据电量计划、煤炭市场价格动态和区域火

电企业煤炭运输情况，优化进煤结构，调控煤

炭库存，精心组织煤炭采购、抢运、接卸、存储

等各项工作，确保煤炭供应，加强入厂煤质验

收管理，提高入厂煤发热量，降低热值差，优

化不同煤质的配煤掺烧和运行方式，努力降

低煤耗水平，实现降本增效。 渊岳锦雯冤

茅台集团旗下“悠蜜(Umeet)”旗舰店开业

涡北选煤厂以质量体系打造一流炼焦精煤品牌

航天科工 203 所自主研发智能井盖监控系统
新型产品适用于所用类型的井内环境

●宜宾五粮醇品牌营销有限公司相关领导致辞

●与现场观众互动合影●五粮醇活动现场

●志愿者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