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辛书赞茅台不老酒

7 月 17 日，中煤新集二矿“金牌

员工”佐志伟在开展“导师带徒”活

动。

今年以来，新集二矿矿按照“育

人、聚力、创效”的思路，推进三大人

才工程建设，开展“名师带徒”活动、

落实资深技师评选工作，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力度，搭建技能人才培养

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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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二矿：
搭建技能人才
培养平台

7 月 17 日，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迎来

一位特殊客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作家、天下贵州人俱乐部顾问叶辛。

为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进一步了

解白酒文化，提升公司的品牌美誉度、知名度

和影响力，7 月 17 日上午，受茅台集团保健

酒业公司邀请，叶辛专门为公司全体员工做

了一场讲座，主题为“我的创作与贵州”。

茅台集团保健酒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开馥主持讲座，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总经理范庆华，党委副书记杨盛勇，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帅承举、姚晓波，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周辉，叶辛夫人王淑君，文化策划人、天

下贵州人俱乐部秘书长刘学文，北京贵州商

会理事、自媒体人胡朝阳出席。

讲座中，叶辛引经据典，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中的感悟、文学创作心

得、他与贵州结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文学知识讲解和创作经验分享。公司全体职

工首次聆听叶辛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气氛

轻松热烈。

“叶辛老师，您的处女作是在什么样的场

景和触动下创作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叶辛

老师，以您成功的个人经历来说，我们该如何

做好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的有心人呢？”

在互动环节，职工踊跃发言，积极提出问题，

叶辛老师一一解惑并做指导。

讲座结束后，王开馥代表茅台集团保健

酒业公司全体职工对叶辛老师的讲解和分享

表示感谢，并对公司员工们认真聆听和笔记

及踊跃发言、提问的端正态度给与认可和肯

定。王开馥表示，全体职工学习态度的端正表

明我们员工素质在不断提高，这是一种很上

进的、很激励的、很积极的、很正能量的一种

清风，我们要继续保持下去，也希望通过这次

讲座学习，大家能在生活、事业上有更好、更

大的进步。

当天下午，叶辛还参观了茅台保健酒业

公司新办公地点，并与茅台保健酒业公司相

关负责人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叶辛针

对茅台不老酒的营销出了许多金点子。最后

为茅台不老酒题词：“山色四时碧，赤水秋后

清，茅台不老酒，寄寓百年情”。

叶辛，原名叶承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曾

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1977 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

苗岭》；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

《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

文学本《风云际会宋耀如》荣获“金狮荣誉

奖”。1985 年，叶辛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

者，并获得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渊陈金燕冤

为增强关键岗位、关键人员廉洁从业的

意识，近日，中煤新集楚源生产服务公司

组织党员骨干到车间宣讲廉洁从业知识，

着力推进班组廉洁文化建设，打造廉洁从

业示范班组，扎实推进了廉政建设工作。

此次活动中，该公司组织党员积极采取

各项措施，抓实党风廉政建设。一是通过

建立各岗位安全风险防控手册，规范安全

生产流程管理，完善区队相关规章制度，

从管理上堵塞漏洞，防范风险；二是通过

组织职工学习 《廉洁从业行为准则》，将准

则上墙，从思想上建立红线意识、底线意

识；三是通过宣讲 《违法违规违纪案例》、

职业犯罪的法律知识，为职工播放、讲解

分析职业犯罪案例，向职工宣传党的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要求，使职工敬畏纪

律、敬畏法律。

通过此次活动，使该公司基层班组人员

得到了警示，促使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岗

位职责，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坚决不踩

红线和底线，牢牢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廉洁文化”氛

围。

渊岳粹利冤

全媒体运营师
被称“最有潜力的职业之一”

“未来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我国全媒体

行业将会迎来黄金发展期……但目前我国全

媒体运营方面的专业人才缺口还非常大，尤

其是设计师、运营类、营销类、经营类人才。”

近日，中国电子商会竞赛组委会副主任周明

在第二届全国电子信息服务业职业技能竞

赛，暨“北测数字杯”全媒体运营师国赛启动

仪式上说，“全媒体运营师是目前最有潜力的

职业之一。”

今年 2 月，“全媒体运营师”被列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官方认证”的新职

业之一，是指综合利用各种媒介技术和渠道，

采用数据分析、创意策划等方式，从事对信息

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工作，协同

运营全媒体传播矩阵的人员。

但全媒体运营师并非新产生的职业。中

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黄心渊

指出，这一职业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其从

业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可以说能

进行产品曝光的媒体，均可纳入全媒体这个

行业。但不同的平台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受众的不同和内容格式的不同。全媒体运营

师要在不同的平台释放不同的内容，即使同

一事件，新闻的表述方式都要依据平台有所

调整。简言之，为了受众，换角度、换形式”。

据悉，近年来，我国全媒体行业的市场规

模保持高速扩张之势，2017 年市场规模为

7558.4 亿元，同比增长了 21.5%，2018 年行业

的市场规模约为 9000 亿元。

“随着 5G 等相关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

普及，我国全媒体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未

来市场前景十分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联系中心秘书长、北

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综合研发创新中心主

任盛鸿宇认为，媒介形态的革新与聚变对全

媒体人才的能力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行

业发展逐渐向技术主导演进，行业发展对全

媒体运营以及技术类人才产生了大量需求。

在黄心渊看来，未来全媒体运营师的社

会关注度、市场需求度将会越来越高，舞台也

必将越来越大，从事全媒体行业的岗位待遇

也将越来越好。据招聘网站统计，2014 年-
2018 年，全媒体运营相关职位的人才需求量

暴增了 10.8 倍，2019 年总就业机会达 2235
万个，其中直接就业机会 527万个，同比增长

10%。“包括 BAT、京东、新浪、头条、快手等众

多互联网名企，都对全媒体人才需求迫切，年

薪收入可高达 30 万-50万元”。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也正在探索全

媒体专业建设。在盛鸿宇看来，总体而言，我

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全媒体或新媒体相关专业

与新媒体行业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比如课

程设置、人才培养相对滞后，专业发展缺乏个

性；专业师资力量和资源供给不足，存在结构

性矛盾；专业教育的评价体系缺乏创新，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全媒体的新特点和新规律。

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适应需求的全

媒体专业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盛鸿宇认为，就高等职业院校设置全媒

体运营相关课程来讲，必须明确其人才培养

目标，即要求培养能够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上

熟练运用全媒体技术开展实践工作的高技能

人才。全媒体作品涵盖文字、图片、视频、音

频、动画等多种形式，这就要求全媒体人才不

仅具有较好的文案编辑能力，还需要熟练掌

握运用音视频剪辑、图像处理等软件的技能，

拥有视频采编播的能力，还应包括前端页面

的制作能力。

在课程设置方面上，盛鸿宇建议，学校应

更新相关人才培养课程方案，增设符合全媒

体行业需求的新课程，比如“全媒体信息采

集”“全媒体内容制作”“全媒体界面设计”“全

媒体开发应用”“全媒体舆情分析”等，并根据

各个课程内容和特点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学

时，从而构建起一个健全完善的全媒体运营

课程体系，为社会及企业输送拥有良好全媒

体运营能力、技巧的专业型人才。

此外，他认为学校还应该搭建全媒体实

训平台，模拟全媒体采编中心，针对学生开展

全媒体实训，同时对接业界的全媒体企业，搭

建全媒体校企合作平台，给学生提供实践锻

炼机会。

渊孙庆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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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连着党风政风；作风，关乎群众冷

暖。

湖北襄阳市人社局把作风攻坚作为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坚

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服务导向，着力打造

有力度的就业创业、有温度的社会保障、有

高度的产业人才、有余度的劳动关系“四度”

人社工作，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人社服

务，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人社助力。

查不足，见微知著找问题

近日，襄阳市人社部门在对业务窗口办

件情况进行清查时发现：个别办件存在超时

问题，窗口服务人员对政策还存在理解不透

等现象。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不能有半点

马虎和懈怠；事关企业经营的每一项业务，

我们都要一丝不苟，以严实作风办实办好，

切实当好‘人社服务员’。”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克万讲话掷地有声。

为此，该局主动作为，狠抓作风建设，按

照“个人自查、同事互查、科室审查、专班核

查”的方式，对人社领域服务事项开展超时

办件专项清查。对清查发现的问题采取“零

容忍”，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抓问题整改，对 3
名经办人员进行诫勉谈话，对因工作失误造

成负面影响的 1 名机关科长进行免职处理，

并调离工作岗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议论纷纷，有的

认为处理合情合理，权责分明有利于工作；

有的认为处理偏重，窗口人员平时工作压力

大，应该给改正的机会；还有的认为办件超

时存在疫情影响和系统故障等原因，应该客

观分析……

局党组在收集大家意见后，召开局系统

作风整顿会议，集中学习省委、市委关于加

强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主

要领导动员部署，统一思想认识；以支部为

单位组织“我能为营商环境做什么”大讨论，

通过人人谈认识、讲体会、作承诺，使广大干

部职工在思想深处增强了“重任在肩”的使

命感、“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马上就办”的

紧迫感。

疏堵点，流程再造优服务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该局坚持问题导

向，举一反三找差距，翻箱倒柜找问题，全面

开展业务大清查、问题大清理活动。结合人

社政策部分口径调整、“人社服务员计划”实

施、12345 热线办理、信访件处理等情况，对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动态清零、社保费

减免政策落实、经办系统运行、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农民工工资清欠等方面进行了全系

统、全业务、全流程梳理，做到了不漏一件、

不漏一项。

为疏通人社业务办理中的“堵点”，全面

规范业务经办流程，该局通过“科室减、专班

压、群众提、会议定”四种方式，对所有服务

事项流程进行了“革命性”再造，对机关工作

流程进行细化优化。

据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周文朝介绍，自

业务流程再造开展以来，人社部门 293 个服

务事项所需材料由原来的 801 个减少到 634
个；所需环节由原来的 755 个减少到 679 个；

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5999 个法定工作日减少

到 2073 个工作日；即办件数量由原来的 162
个上升至 178 个，占事项总数的 60.8%，极大

地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理人社业务。

该局还结合打造“四度”人社工作，在全

市人社系统启动“人社服务员”计划，通过大

调查、大走访、大帮扶，为企业提供定单式服

务，做“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活

动开展以来，人社干部职工已走访企业 702
家，收集企业需求 760 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问题 232 个。

立规矩，着眼长远求实效

着力巩固整改成果，该局建立业务经办

“六项”制度，即：台账清单制，建立人社服务

大厅工作台账，各业务科室（单位）记录每天

线上、线下受理的服务事项、办理进度、办结

时限，做到日清日结；提醒预警制，对线上待

办件，每天下午 4 点通知提醒，对线下待办件

面对面提醒；学习培训制，定期组织窗口工

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作风纪律、依法行政

和礼仪培训；定期巡查制，每月对业务经办

质效进行巡查，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进行

纠正；效能评估制，每月对窗口工作人员办

件情况进行量化评估，选树“服务标兵”，评

估情况作为年终评先表优主要依据；查处问

责制，对工作推诿、超时办件等有悖作风建

设、影响营商环境的行为，视情形给予党纪

政纪处理。

该局还按照新的业务流程，编印《政务服

务事项服务指南》和《政务服务事项操作经

办规程》，修订完善《机关管理制度汇编》，通

过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对人社业务从经办受

理到结果追溯进行全过程跟踪、全流程问

效，确保人社业务运行规范、正规，实现“一

门办”“一网办”“一次办”。

如今，走进襄阳市市民服务中心人社业

务办事大厅，文明新风扑面而来，办事群众

只需提交相关材料，即可享受“一站式”服

务，“一次性”办结。

作风攻坚 新风扑面
———湖北襄阳市人社局狠抓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纪实

年薪可达50万元？

党员廉洁教育宣讲进基层

著名作家叶辛走进“茅台不老酒”

●成都市金掌柜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遗 失 车 辆 车 牌 号 为：川
AB0U46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声明作废
●成都鑫中天房地产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 510109000068
391）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鹰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
MA6AGABJ7B）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无维至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510107000254493）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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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华能综合利用公司，毛日
章法人章（编码：5101003022621）
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廖汪二代身份证 513030199
61023021X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华美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01001804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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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公 告
成都中环互联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已与世邦店（签约人：屈
直兵）壹家门店解除加盟合同、
自此之后禁止使用我司“中环”
等名称以及相关装饰，如有发
现 欢 迎 举 报（电 话 ：028-8536
7005），并 且 自 此 以 后 他 们 的
一切行为与本公司无关。
●金牛区升鑫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60029
2222 遗失作废
●成都鼎盛久远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321610870A 遗 失
作废。

●张东，身份证号 511002197911
170314，2020-6-29 办 理 的 木
工 证 书 ，编 号 ：205101005424
01199，遗失登报，特此声明
●高煜旭，身份证号 5101041980
01281877，2013-5-8 办 理 的 钢
筋 工 证 书 ，编 号 ：1322570000
407989；2013-5-8 办 理的 砌 筑
工 证 书 ，编 号 ：132257000040
8438，遗失登报，特此声明
●陈方，身份证号 513001198309
040023，2019-4-16 办理的架子
工 证 书 ，编 号 ：192257305231
0335，遗失登报，特此声明
●四川致一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杨淑君法人章编号 510795
0012970 遗失作废
●成华区好孕优选商行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86011852
03 遗失作废
●阿坝州财政局犀浦培训中心
的印章 2019 年 11 月遗失作废。

●张俭的第二代身份证 5104031
97508062142 于 2020.07.19 遗
失，声明见报之日起非本人使用
造成的后果与本人无关。

注销公告
成都鑫荑佳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AER461N）经公司
股东决定解散，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
成都青年梦想城影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
A6BGGPG9N）决定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 10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四川青蓝花艺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3NW7G9C】 遗失
作废。

●成都中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双流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10114633702， 账 号 ：
431120100100132107，法人：周云
刚）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自贡市高新区常顺工程机械
租赁服务部（编号：51030190023
48）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德阳川达厨房设备制造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60032336647XA）的发票专
用章两枚（编码：5106015030893、
5106015030805）不慎遗失，现登
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妍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22
MA6CFJCW0Q) 经股东会决定
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成都跃天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7000
380968）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华泰君安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
●注销公告：成都市含羞草贸易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51010018
03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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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成都华信置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0400013760）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初一扬商贸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代码 9151010
0MA6C7PHU9A)股东会决议注
销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金牛区都市佳缘婚介服务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10106601239778）遗失作废，现
登报申请注销，特此声明。
●成都合利担保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104777452006）遗失作废
●四川和泰欣元医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6MA6CEHWE
XT）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昇明贸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0MA61UKWJ6P 经董事决定注
销，成立清算组，成员李明钦、李
淑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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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阆中市二龙镇石牛坪村村民
委员会在四川阆中农村商业银
行解元支行开立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743000449603 账 号
88130120060077172 遗失作废

●郫都区薛氏食品经营部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
JY15101240079184，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四川陆点陆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BTQ9A6D），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由 1000 万元减少到 66.6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
●四川昌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0001808739) 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青羊艺美星彩医学美容诊
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53505471370），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减少到 50 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静研思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8MA69NRNF49，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三联光纤技术研究所(注册
号：5101001811022）股东决定注
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喜元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号：510107000862123）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美旭劳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510109000236633）经股东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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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餐饮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行业之一，但疫情也加速了住宿餐饮行业

绿色化、数字化、多业态化的进程。住宿

餐饮企业开始了客房预售、食材零售、直

播带货、运维私域流量、社群营销、无接

触服务等多种尝试。”7 月 17 日，第九届中

国饭店文化节暨全国饭店业振兴大会开幕

式在广州举行，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在

开幕式上说。

韩明指出，由于商务客源、旅游客源、会

展及宴会客源断崖式减少，1 月~5 月份全国

住宿业平均入住率不足 40%。据国家统计局

7 月 16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1 月~6 月全国餐

饮收入 14609亿元，同比下降 32.8%。

“从长远来看，本次疫情加速了住宿餐

饮行业转型的步伐。例如，加速数字化转型，

通过在线办公、在线培训、社群营销、智能化

服务等，发力线上服务；加速绿色发展，适应

消费者对放心、安全、健康的新发展需求。”

韩明说。

另据了解，近年来，酒店行业连锁化和

品牌化呈现逐渐提升的趋势，疫情更是加速

这一进程。专家指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很多单体酒店不能承受经营压力，真

正能够抗风险的是连锁酒店。现在，一些连

锁酒店透露出的加快开店计划，正是迎合酒

店连锁化大背景所做的一项决策。

渊杨召奎冤

疫情加快住宿餐饮行业转型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