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3 日，在江苏海安一蚕茧收购

点，蚕农展示蚕茧。

日前，江苏海安迎来蚕茧收获季，收

购点陆续开秤收购春茧。海安市现已拥

有真丝家纺、化妆品、艺术品等完整的茧

丝绸生产加工产业链，以此助力农民增

收、工人就业。

新华社 徐劲柏 摄影报道

6 月 11 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朱仙

庄矿修护预备区职工宋喜（右）正在为乔

治军讲解综掘机故障处置技巧。

该矿在班组开设技术“微课堂”，鼓

励技术大拿将自己在工作中掌握的小经

验、小绝活等，运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的语言传授给身边的工友，这种既省时

又方便的培训方式深受职工欢迎。

王道玉 摄影报道

进入 5 月以来，四川地区持续经历高温

和强降雨天气，西南油气田川西北气矿及早

应对可能到来的暴雨、洪水、滑坡等自然灾

害，通过加强对场站、管道等油气生产设施的

管理，确保生产作业全面受控。

截至 5 月 20 日，共查出问题隐患 32 个，

确定了 9 处重点防汛部位，做到整改全面完

成，重点部位防控措施到位。

加强油气井管理遥气矿以“三高”气井、气

田水回注井以及非生产井为重点，通过动态

监测，关注井口装置泄漏和井口装置升高等

情况，做好“三高”气井管理；通过强化对污水

池及周边环境的巡检，关注气田水储存池的

有效储存空间变化等，做好气田水回注井管

理；气矿要求各作业区等单位，按规定频次开

展非生产井的巡检，关注井口压力变化，做好

废水池的环保工作，强化非生产井管理。

加强场站采集输系统管理遥 气矿要求各

作业区和天然气净化厂、轻烃厂、水电管理中

心等重要生产单位，加强动态分析，做好场站

内地面集输系统的动态跟踪与分析，全面掌

握集输管道和场站地面生产系统运行情况、

设备设施状态及性能变化，切实提高管道和

站场地面集输系统异常及风险等的预判能

力，为事前防控、过程监控、问题发现与及时

处置等提供保障。同时，加强对生产场站、管

线、设备等开发生产设施完整性管理，确保设

施本质安全可靠。

加强天然气管线管理遥 气矿通过加大对

辖区内沿河过江管道、城区管道、地质灾害易

发区域等重点领域监控力度，切实增强生产

系统安全运行监控能力。气矿顺利完成了《莲

花 1-1 至名山配气站输气管道洪灾损毁修复

工程》、《莲花外输管道洪灾损毁治理工程》等

工程，为汛期管道安全夯实基础。

加强防洪防汛应急管理遥 针对易遭受暴

雨和洪水灾害的场站，采取实战演练与桌面

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及时开展应急

演练；提前储备 7 个应急物资库应急物资，保

证应急物质充足；主动加强与当地防汛、气象

等部门联系，运用预警信息共享机制，提前做

好应急响应工作，提高迅速应对突发险情的

能力。 渊廖光明冤

六月仲夏，是汗水交织的拼搏之月。十年

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试锋芒，一年一度情系

万家的高考又开始了。为给广大考生提供便

利，“懂学生之需，急家长所急”，尽一份社会

绵力，6 月 7 日，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在仁

怀一中、仁怀四中、仁怀五中、仁怀六中、周林

高中 5 个考点开展“助力莘莘学子，传递不老

爱心”公益活动。

7 日早上 7 点，为能服务好高考考生们，

志愿者们便已早早来到考点附近布置服务

站。8 点左右便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来到各考

点，志愿者们也正式进入助考服务工作，“加

油”、“谢谢”、“谢谢”……在茅台集团保健酒

业公司服务站前，感谢的声音不绝于耳。志愿

者们在酷暑的夏日为考生们送上清凉，陪伴

家长们度过酷热而焦急的高考日，此举得到

广大考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也赢得了广大

市民的点赞。

此次爱心助考活动，保健酒业公司联合

仁怀市网络协会、仁怀市各行业爱心企业及

爱心人士一起，为考生提供面包和水，还为精

准扶贫考生安排食宿、接送等服务。

保健酒业公司一直践行公益精神，传播

社会正能量，此次为期两天的爱心助考活动，

保健酒业公司与广大考生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越奋斗、越年轻”的拼搏精神。 渊张桂铣冤

本报讯(记者 何沙洲) 6 月 11 日，“中国

四川攀枝花. 米易国际摩托艇公开赛新闻发

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体育

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五部部长姚新培、四

川省攀枝花市副市长弋鹏飞、四川省体育局

竞技处处长黎旭和米易县人民政府县长班宏

等领导出席并发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2019 中国四川攀枝花米易国际摩托艇公开

赛将于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7 日在四川

省攀枝花市米易县轰鸣开赛。

据悉，本次公开赛亦是 2019 年中国国际

摩托艇公开赛系列赛的第一站比赛。竞赛项

目包含：坐式摩托艇竞速赛、立式摩托艇竞速

赛、方程式摩托艇竞速赛、水上飞人花样赛

等，赛事期间还将进行艺术滑水表演、水上飞

人表演、摩托艇特技表演等表演项目。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6 月 6 日,河南华英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华

樱生物科技公司高端鸭血加工厂正式投产运

行，公司领导及相关协作方共同见证了华英

鸭血新品成功下线。新增 3 万吨的加工能力，

更严格的加工标准，推动了华英鸭血产能质

量双提升。

华英高端鸭血加工厂是华英公司根据

“小产品、大产业”的发展战略，着眼于国内外

高端产品市场，利用现有资源优势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启动的产品升级项目。新工厂共拥

有四条自动化鸭血生产线，设计单班产能 16
万盒，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可实现产值 2
亿元。新工厂采用全自动、智能化运行模式，

生产加工过程实现 24 小时全程监控，是国内

最先进的鸭血加工生产线。

熟制鸭血产品以鲜鸭血为原料，通过过

滤、搅拌、灌装、高温杀菌、预冷等加工工艺，

具有嫩滑爽口、营养丰富的特点，是地道的中

国传统美食。华英鸭血是华英公司的优势产

品，目前在河南、山东建有六大生产基地，是

世界上最具规模的鸭血制品研发与生产企

业，其独创的“四步净取、五道过滤”生产技

术，使华英鸭血具备配方独特、品质稳定、口

感纯正的特点，是酒店、餐饮和家居消费的优

选食材。

成立 28 年来，华英公司致力于建设世界

领先的肉鸭产业链，不断为全球消费者提供

高品质的鸭肉产品，产品畅销全球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2016 年，首批 9.6 吨华英鸭血产品

出口澳大利亚，成为首家实现血制品出口的

中国企业。

2019 年 3 月，价值 2.62 万美元的华英鸭

血在通过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检查合格后，顺

利进入北美市场，华英鸭血又朝着“卖全球”

的宏伟目标迈进了一步。

可以预见，随着鸭血新工厂的正式投产，

华英的国际贸易版图必将进一步扩大，安全

健康的华英产品正以优质高端的良好形象走

上更为广阔的世界人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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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皖北煤电钱营孜矿党委按照“强

学习、亮身份、展形象”工作部署，给全矿 500
多名党员佩戴一顶小红帽，让党员自我加压，

在安全生产中亮身份、唱主角、勇争先，为身

边的矿工撑起“安全保护伞”。截至 6 月 11
日，该矿已实现安全生产 1763 天。

把力量“聚起来”

突显工作主线。充分“党建+安全”作用，

将党建工作有效融入安全生产管理。该矿党

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坚持把宣传教育

和思想动员作为安全生产的首要任务。利用

宣传栏、微信、QQ 群等宣传载体，将“安全红

线意识”在全体党员和职工群众中进行宣贯；

同时利用工作例会、“三会一课”等形式，组织

党员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的重要

讲话及安全文件和安委会会精神，加强党员

职工的经常性和规范性安全教育，牢固树立

“底线思维 居安思危 言危思进”意识，让安

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变“要我安全”为

“我要安全”。

强化基础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该矿

建立完善党员学习教育、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

党员、党员汇报思想等制度；完善党内民主机

制，建立党内情况通报和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

求意见等制度；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

建立党委联系支部、支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

众“三联系”制度，完善党员交流谈心、党支部和

党员结对帮扶等制度，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让党员活起来

如何让 20 个基层党支部“动起来”，500
多名党员“活起来”，该矿充分调动广大党员

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呈现了众人划桨开

大船的喜人景象。

握准抓手发力。该矿党委围绕安全生产

中心工作，逐项明确责任，服务好安全生产工

作，坚守安全红线。全矿成立 43 党员巡查小

组，参与区队安全管理，严把安全巡查关。巡

查党员戴上小红帽，做到亮明身份，高调巡

查，并规定每个小组不少于 4次巡查。对于巡

查过程中发现的不安全行为，当面劝导说教；

发现的小的隐患，能现场整改的绝不往后拖；

对现场安全管理和技术方面存在的不足，当

面指出并制定改进方案。巡查结果在班前会

上通报，通过分级整理下发，落实责任人，限

期整改，复查汇报等做到闭环管理。

“我是党员，让我上……”每名党员面对

急难险重的任务时，都能表现出积极的主人

翁态度。该矿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员责任

区”活动并收到显著效果。党支部为每名无职

党员设定责任区，要求每名党员必须在分担

责任区内负起责任来，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

制度。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党员们处处以身作

则，做遵章守纪的典范、按章作业的楷模，并

以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严格要求身边员

工，认真按程序操作，在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的

同时做到质量达标，好载体有效发挥党员们

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们脚踏实地的工作态

度、勇于负责的岗位敬业精神影响和带动了

身边职工。今年前 5 个月，“三违”现象大幅度

减少，各种事故率明显降低。

由新党员单曾灿牵头建立的“安全手牵

手”联保法，班中员工人人通过安全确认考

核，被定为党员先锋岗。在他的带领下，“联保

法”在全矿推广，骨干成员由当初的 10 人发

展到 29 人，单曾灿也多次荣获矿、集团公司

先进个人和全国“十佳群监员，并被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把难点攻下来

顶层设计破“难点”。针对新时期矿工“思

想波动大、难把握和易突发”的具体情况，影

响安全生产。矿党委集中火力，组织矿副总以

上干部，到各基层包保单位班前有针对性地

上安全大课。矿广播站、职工通勤车、乘人缆

车小广播等宣传媒体也开辟了《案例剖析》

《警钟长鸣》《安全防线》等栏目，广泛开展正

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组织家属到采掘职工班

前，开展现身说法安全教育活动，用活生生的

事实，教育引导干部关爱矿工、科学组织生

产，教育引导职工遵守规程、牢记安全、尊重

生命，从而为切实加强煤矿安全基础管理。

“老公，辛苦了！今天我来接你回家，你在

井下辛苦了，我今后要做个好妻子、好妈妈

……”6 月 5 日，该矿党委组织开展了“老公，

今天我来接您下班”亲情候井暖人心活动。

与此同时，该矿确定“党员亮身份”、“党

员包保”、“亲情教育”、“心理疏导工作室”等

创新项目 11 个，拓宽党建新路子，强化融入

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示范性,为矿

井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渊李继峰冤

党员小红帽 安全更可靠
———皖北煤电钱营孜矿党委“亮身份”工作小记

河南华英鸭血
实现产能质量双提升

华樱生物科技公司
高端鸭血加工厂
正式投产运行

茅台保健酒业公司设立的助力高考贴心

服务站

不老爱心，助考前行
———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开展助力高考公益活动

2019 年中国国际摩托艇公开赛首站
将于 7 月在四川米易开赛

新闻发布会现场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的加快，张

家港联合铜业公司通过“劳模创新工作室”、“技师工

作团队”等平台和载体，加大了“导师带徒”的培训力

度，采取一对一和“1+N”的工作机制，有效缓解了技

术工人青黄不接的难题，不仅锻炼了技术工人队伍，

而且有力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

图为公司电工高级技师、动力车间维修班班长

丁俊苗正在带领徒弟对精炼车间阳极炉圆盘浇铸机

定量浇铸液压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

杨学文 摄影报道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以“导师带徒”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来而有防 全面受控

川西北气矿四个加强
筑牢防洪防汛“安全堤”

朱仙庄矿“微”课堂受欢迎

江苏海安迎来蚕茧收获季

●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
公司黄海笑遗失安全三类人员
证件，证书编号川建安 C（2016）
0008732，声明作废
●青羊区明信通讯器材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105600398787 发证日期 2014
年 5 月 22 日)遗失作废。
●四川康泰盛威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马志超，安全生产考核证
编号：川建安 B（2018）0002917，
遗失作废
●成都绮丽雅酒店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1010
0394093640D）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卷票），发票代码：0510018
00107，发 票 号 码 ：15639217-
15639218，特此声明。
●新津县永商镇溢强砂锅土鹅
火锅店（税号：5101321978112635
16）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 梓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许
汝田（身份证号码 510125197011
241251 ）遗失三类人员证：川建
安 A(2007)010443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蓉信电光源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公章、财务
专用章、陈虹法人私章均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张林，身份证号码：510131198
70715721X，遗失作废。
●成都卓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7686483570）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曹丽涛三类人员证：川建安 B
(2016)0002941 遗失作废。
●成都俊杰佳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MA61XBJ937）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塔木香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
A61TBLE5H）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经办人：张永莲
电话：13350875218

2019 年 6 月 13 日
注销公告

四川省冀潮家胜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
80622773L）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德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0898
93000H 发票领购簿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程萍美容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066
994271L）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北通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
61UA0854）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有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08654585，财务
章 编 号 5101008654586，唐 明
鑫法人章编号 5101008654588，
发 票 章 编 号 5101008753770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泽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
MA61UW7X4U）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泽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08000112560）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成都丹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99611128R）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正成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QN974）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裳古影楼婚庆用品经
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
8MA64369950 遗失作废
●锦江区丰宇商贸部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
4MA63PX9R55，经营者：具育
辉，遗失作废
●锦江区恒聚嘉百货店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4MA63PX6F83，经营者：
诸勇婷，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非常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6721
72163D）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军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证书编
号（川）JZ 安许证字[2016]0019
05 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友易森商贸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8MA6CGETH88）遗
失作废。
●成都格滤诗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
62021997Q 的 发 票 领 购 簿 及
税控盘：盘号：44-66152417411
遗失作废。

●锦江区鸿之峪日用品店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4MA63PGHRXY，经营
者：潘鸿宇，遗失作废
●成都诺杰是装饰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三类人员：曹成兵
川 建 安 B（2017）0101093，任
纪祖川建安 B（2016）0600038，曾
帅川建安 B （2017）0800120 遗
失，声明作废。
●锦江区美筱云服装店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
104MA63PJ3LXQ，经 营 者 ：杜
锦云，遗失作废
●金牛区唐玉兰日用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6
00464550 遗失作废
●四川直上青云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
书编号 D3518454661 遗失作废

●锦江区祥怡雅商贸部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4MA63Q50Y4E， 经 营
者：诸勇婷，遗失作废
●锦江区邦能百货店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
4MA63PWL08U，经营者：诸秀
芳，遗失作废
●成都腾汉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 副本注 册号 510107000
667676 及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7072412119 遗
失作废。
●成都嗜知味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0MA61R2UG3C）发票领购簿
遗失作废。
●金牛区蜜安家具经营部营业
执照（注册号 510106601895176）
正副本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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