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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分行久悬单位账户公告
根据叶人民币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曳野第五十一条冶和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单位账户
管理办法渊2013冤年版曳久悬账户管理中野第二百八十四条冶的规定及要求袁经对我
行开立的久悬账户进行清理核实袁我行对单位久悬账户采取报纸公示形式袁公告
期限 30 天遥 请名单内单位客户在 30 天内到所在账户开户行办理销户手续袁如客
户未前来办理销户手续的我行将按照相关规定对以下久悬单位账户进行销户处
理遥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联系电话 开户行地址 账户性质

贵州黔邦太阳
能涂料科技有
限公司

95200601000122002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市瑞金中路支行

85964445 贵州省贵阳市
瑞金中心 31 号

基本存款账户

贵州干捷盈
二手车销售
有限公司

95200801000351015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市遵义路支行

85564596
贵州省贵阳市遵义
路 105 号智亿大厦
3 单元 1 楼 0 号

一般存款账户

个体户赵光眉 10038888853001888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贵阳市遵
义路支行

85564596
贵州省贵阳市遵义路 105
号智亿大厦 3 单元 1 楼 0
号

一般存款账户

贵 州 福 炜 物
质 贸 易 有 限
公司

10042275342001061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市遵义路支行

85564596
贵州省贵阳市遵义
路 105 号智亿大厦 3
单元 1 楼 0 号

基本存款账户

人民法院公告
渊2020年 10月 23日冤

吕可院 本院受理常松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袁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0冤豫 1024 民初 2255 号民
事判决书袁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判
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董小建尧韩会君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通许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渊2020冤 豫 0222 民初
1375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河南省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李钦差:本院受理的原告展生贤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豫 1625 民初 3076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袁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袁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特此公告遥

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
刘梅荣尧王建升:本院受理原告刘新华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袁已经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袁举证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遥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
(2019)皖 1602民初 8738号
汪国军:本院受理原告亳州市谯城区福庭钢管租赁有
限公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袁已经审理终
结袁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袁现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渊2019冤皖 1602 民初 8738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袁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袁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
副本袁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周仕航院 本院受理原告周显碧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袁因你下落不明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诉讼风险提示书尧开庭
传票及告知合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袁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10 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冤在本院道坪人民法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遥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民权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定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第二次拍卖民权县江山大道东侧曙光花园 5
号楼 2 单元 1102 室房产遥 详情登录网址 http://sf.
taobao.com/1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
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法院浏览查询遥 有意
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遥

注销公告
贵州长顺广亮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522729082767079E冤经股东会决议袁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袁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袁自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申报债权袁特此公告遥 清算组成员院
张卫国尧邱禄勇尧王广成袁清算组负责人院张卫国遥

贵州长顺广亮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荫龚铭睿渊父亲院龚攀袁母亲院唐辉冤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袁编号院P430701524袁声明作废遥荫伍子灏渊父亲院伍满平袁母亲院刘芳红冤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袁编号院Q430655017袁声明作废遥荫李光万遗失保险执业证袁证号院000005500109000020
20003408袁声明作废遥荫新田县龙泉镇滨河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 证 书 正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524311285786493750袁声明作废遥荫荔波领跑者生活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袁印章
编码院5227223002014袁声明作废遥荫贵州德瑞天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渊印章编
码院 5227016002109冤财务专用章渊印章编码院 5227016
002110冤及法人章渊印章编码院5227016002111冤声明作
废遥荫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中心支公司
不慎遗失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袁 发票代码 院
1400202130袁发票号码院05034909袁金额院1080袁发票代
码:1400202130袁发票号码院05034908袁金额院5100袁声明
作废遥

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到了决胜全

年经营目标的关键时期、攻坚阶段。中国

兵器北重集团劳动竞赛的号角早已吹

响，各单位都铆足了劲找差距、补短板、

定措施，组织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奋勇争

先、迎难而上，将竞赛融入到生产的各环

节，全力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生产经营

目标。

晚上九点半，16 号厂房灯火通明，机

器还在不停地运转。笔者在 502 生产车

间看到，戎鹏强和技术人员正在机床前

忙碌着，他们为提高某产品生产效率，讨

论着、摸索着、操作着，经过实践提高了

机床精度及加工能力，实现了车载某产

品管体粗镗、半精镗 2 个工序首件加工，

扩展了深孔镗设备加工能力……

这是北重集团充分利用某车载产品

专项劳动竞赛和创新创效提升加工效

率，保证产品质量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场

景在公司屡见不鲜。

近年来，北重集团坚持通过用好劳

动竞赛这个“传家宝”，助推高质量发展。

造声势，掀起竞赛热潮

职工是劳动竞赛的主体。北重集团

通过动员大会、表彰大会等多种形式，动

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推进竞赛，在公

司广大职工中掀起了学技术、练本领、强

素质、提技能的热潮。

上半年，北重集团各级工会组织结

合自身特点和工作实际，聚焦车载某产

品、装备质量提升、大口径厚壁无缝钢

管、矿用车澳洲项目等重点产品、重点项

目，持续深入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

时代”主题劳动竞赛。

这一系列的竞赛清单，焦点清晰目

标明确，聚焦公司当前发展重大产品、重

大项目，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创新活力

和创造潜能。公司围绕履行强军首责，聚

焦主责主业，推动高质量发展，1-9 月份

共组织开展劳动竞赛 948 项，参与职工

23536 人次。10 月份，按照兵器集团关于

开展“保进度、保质量、保交付”劳动竞赛

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公司生产实际进

行了重点安排和布置。

出实策，激发大干热情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北重集团通过

劳动竞赛，以技能登高、岗位练兵为主要

抓手，通过将核心技术和生产窄口作为

主要内容的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练

赛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技术含

量、科技成果转化率。一大批能工巧匠、

技术能手、创新先进脱颖而出，一线职工

的创新热情持续高涨，“蓝领创客”已成

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面对繁重的生产任务和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需求，北重集团通过各类劳动竞

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积极营造了“全员

关心、全员参与”的大干氛围，把职工的

主人翁精神激发出来，即完即奖，现场命

名表彰，以“竞赛先锋”“工人先锋号”等

优势品牌，激励调动全员大干热情，助力

完成全年任务上体现劳动竞赛价值创

造，凝聚起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合力。

鼓励实干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公司坚持全员参与，整体

联动原则，1-7 月份发放奖励金额 28 万

元，持续激励全员斗志，调动职工工作热

情。各事业部、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制

定个性化竞赛内容，比学赶帮超，劳动竞

赛火热开展。

下苦功，挖掘发展潜能

新时代的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变革中

创新，在创新中延伸。公司各级工会用好

劳动竞赛这一法宝，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发

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助推器”作用。

2020 年，公司将劳动竞赛与合理化

建议、金点子、创新创效相结合，累计收

集合理化建议 26642 条，提案率 340%，

采纳 25887 条，实施 25095 条，实施完成

24852 条，节创价值 1638.65 万元。

截至 9 月末，公司在手合同突破百

亿，达到 125 亿元，创历史新高。公司上

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降各项

成本，实际节约成本 4663 万元，从 4 月

份开始连续 6 个月实现盈利，经营质量

持续提升，生产经营形势好于预期。

今后，北重集团将在创新中与时俱

进，在形式载体上沿用“老传统”的同时，

不断摸索岗位创新“新抓手”。在开展劳

动和技能竞赛中，充分结合自身特点和

工作实际，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开展以

调动职工积极性、促进生产任务完成的

“生产型竞赛”，开发职工智慧、促进科技

进步的“智能型竞赛”，帮助职工掌握操

作技法、促进技能水平提高的“技能型竞

赛”为主要内容的“当好主人翁，建功新

时代”主题劳动竞赛，让劳动竞赛渗透到

生产经营各个层面。 渊郭新燕冤

蓝天白云下，苍茫戈壁中，走进西北

油田采油三厂，一条鹅卵石步道映入眼

帘，步道两边有成片成片的垂柳，尽头则

是花带的果树。过去光秃秃的荒地，现如

今被打造成了亮眼的“绿化氧吧”，成为

员工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而这，只是采油三厂加快绿色矿区

建设的一个缩影。该厂积极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从源头控制、落实责任、

专项业务落实等方面着手，实现真绿、全

绿、实绿，打造绿色美丽油区，在苍茫大

漠绘就了一幅美丽的“绿色画卷”。

源头控制 铺就真绿底色

“危废产生量下降，生活垃圾减量，作

业过程产生废物（废水、危废）下降，我们

从源头控制，在戈壁滩铺就了真绿的底

色。”10月 11日，采油三厂 QHSE管理室

安全环保管理秦志刚在绿企建设督办会

上介绍绿企建设源头控制进展情况。

从源头上控制、减少污染源，对实现

污染的科学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危废产生、生活垃圾、作业过程产生

废物（废水、危废）是油田最大的污染源。

采油三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 300 公

斤、污水约 25 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以

倍量增加污染。

“现在，我们所有的用水还都是靠这

条输水管道。”该厂综合管理室马炳光介

绍说。

针对油区水资源紧缺，将油区污水

集中处理，实现了污水资源的二次利用。

据了解，该厂每年约有 1 万吨污水经过

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和消防应急使用，

不仅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还有效改善

了油区环境。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该厂通过精心

研究设计，合理优化污水处理环节，既减

少了污水处理量，又减少了资金投入。

“此外，我们对危废、生活垃圾从源头

环节进行严格控制，实现减量化原则最

大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该厂 HSE 副总

监兼 QHSE 管理室的经理贺正刚说。

责任落实 兑现全绿承诺

“作业防渗措施，没有兑现全绿承

诺，按照考核制度，给予绩效考核处罚。”

10 月 10 日，秦志刚在 8-4 计转站检查时

说。

为加快绿色企业建设步伐，采油三

厂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做到重

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

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压

实各级责任，层层抓落实。各相关部门要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切实担负起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落实全员分级培训（管理人员、岗位

人员），分类落实培训内容与效果，抓实

“一册三卡”落实，现场人员掌握节能、节

水、环保、降碳等职责，岗位人员掌握应

急处置技能。岗位绩效落实节能、节水、

环保、降碳考核。各类作业从合同、方案、

验收，充分落实环保条款与环保专篇要

求，过程保障，验收兑现。

“自从压实各级责任以来，各级人员

兑现了全绿承诺。”秦志刚说。

专项治理 打造实绿品牌

“我们本着治理一个，树立一个品牌，

对 37 项专项业务进行了治理，打造了实

绿品牌。”秦志刚说。

S86 卸油站以前为开放式卸油，卸油

口为敞口，顺北凝析油进入 S86 卸油后，

卸油过程有大量挥发气、高含硫化氢气

体及苯气体挥发，产生的挥发性气体挥

发、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按照对油田绿色化、安全无污染、

长期稳定可靠处理的要求，我们多次与

施工方共同研究讨论分析试验，最终研

制出了一种密闭卸油装置，不仅解决了

大量挥发气、高含硫化氢气体及苯气体

挥发等问题，还减少了对环境污染。”油

气处理部副经理张继说。

实施后在卸油过程中实现密闭卸

油，该装置卸油过程中管线连接实现了

完全密封，避免了泄露和因人员操作失

误等造成卸油口原油溢出污染环境和引

发安全事故。安全环保效益巨大。

同时，采油三厂通过对水、气、土、噪

声，进行三清、四五、五不漏的生产过程

环境保护、环境风险动态评估、废弃设备

设施排查，全要素管控保障了绿企成果。

“采油三厂积极建设绿色企业，从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碧水保卫战、人

居环境整治、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等多

方面践行绿色环保理念，推动绿色企业

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该厂党委书记赵德

锋说。 渊赵云冤

10 月 21 日,湖北省襄阳市人社局传

出喜讯：《襄阳市工程建设领域推行第三

方担保代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暂行

办法》日前正式出台，该办法着眼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制度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减

轻企业负担，创新规范银行保函、保证保

险和工程担保公司保函等三种担保方式,
在减少企业现金支出的同时，实现农民

工欠薪垫付功能，实现“保支”与“惠企”

双利好。

明确工资保证金缴存形式遥 施工总

承包单位按规定缴存工资保证金时，可

以选择现金形式缴存，也可合法选择以

银行保函、保证保险及工程担保公司保

函等第三方担保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代

替缴存。

明确第三方担保的经办主体遥 一是

申请（投保）人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总承

包单位；二是保证（保险）人为可在本地

经办相关业务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以

及工程担保公司；三是实际受益人（被保

险人）为工程建设项目招用的农民工。

明确保函渊保单冤核心要件遥 第三方

所出具的保函（保单）必须具备以下要

件：一是具有见索即付性质的独立保函、

即时赔付性质的保险保单；二是明确索

赔的单据为证明工程建设项目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处罚决

定书；三是自开立之日起生效，保证（保

险）期间为生效之日起至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交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6 个月止。

明确经办流程遥 施工总承包单位提

交第三方担保申请书—人社部门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审核—施工总承包单位向第

三方担保机构申请开立—第三方担保机

构出具保函（保单）—银行保函正本、加

盖单位公章和保险机构业务承保章的保

险单复印件、保函正本及工程担保公司

书面保证等担保材料交人社部门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形式审核—视为已依法缴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明确启用条件遥 工程建设项目在保

函或保险有效期内，经人社部门和工程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共同认定存在本办法

规定七类情形之一的，且未在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规定期限内履

行支付义务的，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根据实际需要可启用第三方担保，

向银行机构、保险机构以及工程担保公

司申请索赔垫付农民工工资。

明确置换方式遥 对已缴存工资保证

金的，在确保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风险

可控前提下，可以第三方担保的形式逐

步有序置换现有工资保证金专户余额，

进一步释放企业资金流动性。

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襄

阳华侨城文化旅游度假区生态社区项

目，受疫情影响，该公司在融资和资金周

转方面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以往按照

襄阳市有关规定，该公司需向人社部门

缴存 200 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现在

按照办法，该公司通过选择商业保险的

形式，减少现金支出 200 万元。办法出台

以来，已有 16 家企业采取银行保函、商

业保险等方式替代缴存工资保证金 2712
万元，有力减轻企业现金流动压力和融

资成本，助推了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渊田伯韬 王峰冤

华容文：严于律己，
乐于助人的工区精英

“要把每一次练兵当作实践，把每一次作

业当作竞赛，才能增强自身的潜能，完善自身

的业务技能。”这是合肥供电段姚里庙电力工

区副工长华容文常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在日

常的岗位练兵还是在往常的作业过程中，年

仅 29 岁的他都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放过一

丝一毫的精检误差，做到最好。他时常在闲暇

时刻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望着电脑桌面

上密密麻麻的文档，电缆故障探测、拉线制作

与安装、箱变的巡视与检修等等，对于他来说

是工作几年来撰写的心得记事，也是无价之

宝。

姚李庙电力工区管辖的是宁西铁路干

线，虽然夜间没有天窗作业时间，每当傍晚结

束工作，工友们都回到宿舍休息时。华工长总

是孤身在办公室电脑桌前，勘察着工作日程

以及文件列表，详细记录着每天的工作体会

和安全纪要。用他的话说，要在仅有的时间里

多加学习才能不断进步，攻克不易的技术难

关。

姚李庙电力工区是一个充满激情阳光的

大家庭，虽然都是年轻的青年职工，但对未来

都充满了期望。：“我会把经验和技术传授给

他们，一起加油！”华工长笑着说。

渊通讯员 孙鼎 文 / 图冤

西北油田举办
井下作业井控技能比武

10 月 15 日，由西北油田油气开发管理部

主办，人力资源部、群团工作部协办，采油一厂

承办的西北油田分公司第八届井下作业井控

技能比武在华北石油工程公司西部项目部圆

满结束。经过激烈角逐，华北西部和奥通小修

分获大修作业和小修作业团队一等奖。

井控技能比武活动是贯彻落实分公司“快

速、准确、有效”应急工作目标和“三分三合”应

急工作要求，提升井下作业人员的井控应急响

应、保障和处置能力，实现井控应急的常态化、

规范化的有效形式和途径。

比武过程中，各参赛代表队以赛促练、以

赛促学、以赛促改，切实促进西北工区修井基

层队伍井控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

此次业务技术比赛是近年来西北油田修

井系统举办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技能比赛活动，

油田工区 20 支井下作业队伍的 160 余名员工

分别参加了理论知识竞赛、实操应急抢险、井

下工具识别、常用管具识别等项目的角逐，重

点突出对溢流、井涌、井喷、硫化氢逸散等现场

真实工况下班自为战应急处置能力的考核，既

是对多年来油田工区修井系统技能人才培养

成果的检验，也是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一次大

好机遇。

井控工作是油田企业安全生产的重中之

重，井控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通过

此次比赛，各井下作业项目部主动查找短板，

切磋技艺，提升修井现场的应急处置能力，积

极营造浓厚的理论学习和实操氛围，有效带动

了全员业务技能水平提升。多年来，西北油田

分公司坚持以赛促培的优良传统，通过技能比

武这个平台，不断提高修井单位井控管理水

平，有效提升员工岗位技能和队伍战斗力。

渊杨建晖 文 / 图冤

北重集团：
劳动竞赛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苍茫戈壁绘就“绿色画卷”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推进绿色企业建设侧记

襄阳：第三方代缴保证金确保农民工不欠薪

荫井下作业队员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抢装旋塞。

荫 戎鹏强指导徒弟

中煤新集公司
昔日“矸石山”如今“网红地”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实施绿色环保工作，中煤新集公司按照国家环保工

作要求，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因地制宜对新集二矿原“矸石山”进行科学规

划，覆土栽种各种绿化修复，并通过利用废旧材料修建九久观景台、绿色长廊、

观光行道等矿内景观，着实把原“矸石山”打造成了如今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果、冬有青的绿色公园，也成为了当地百姓、企业职工休闲娱乐、运动健身“打

卡”的“网红地”。 代宜喜 赵军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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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又被称为“乌金”。如何让普通

煤炭卖个好价钱？

今年以来，山能淄矿正通煤业公司

结合实际制定“3411”洗煤创效实施项

目，通过洗煤提质改造，优化产品结构，

进一步开拓了企业创效“新空间”，预计

年底可累计创效近 3000 万元。

据正通煤业洗煤中心主任于继图介

绍，“3411”洗煤创效工程，主要包括 3 个

精煤增量工程、4 个截粗工程、1 个煤泥

提质工程、1个破碎工程。

精煤增量，是该公司煤炭洗选创效

的核心增长点。他们在现有洗煤工艺基

础上，对洗煤入洗率和精煤产出率进行

双向研究，分析末煤在洗选前脱泥粒度

下限和对洗选后的产品影响。通过设置

参数，反复实践，他们对脱泥筛筛缝参数

进行了优化调整，有效避免了洗选后产

品的质量过剩，使产率提高了 1耀2豫。

此外，结合煤质特性，该公司制定了

末煤两段量产品配洗方案，将中煤产品

与末精煤产品进行调配，在保证热值和

市场价格的情况下，直接实现了精煤增

量。积级实施粗煤泥分选工艺，他们分析

原煤灰分最小参数，在原煤低于参数时，

精准控制，减少了粗煤泥分选机入料量，

在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的基础上，再次实

现了精煤增量。

据了解，该公司通过 3 个精煤增量

工程，截至目前增加精煤量 6.5 万吨，创

效 1200 多万元。

为了创造更多效益，该公司本着“聚

沙成塔”颗粒归仓的理念，开展“四个截

粗工程”，对煤泥水和煤泥中的粗颗粒进

行回收，增加原煤和精煤的产量，实现节

本创效。

“截粗工程主要是对筛分车间、原煤

仓、主洗车间 3 个地点的煤泥污水以及

煤泥水深度分级环节分别实施截粗，经

过筛分、脱水、压滤等不同工艺，最终实

现粗颗粒归仓。”洗煤中心技术人员韩超

介绍。目前四项截粗工程除原煤仓处正

在施工安装外，其他三项均已实施，预计

年底前可累计增效 1000多万元。

结合截粗工程，他们又全力加快煤泥

提质项目建设，进一步降低煤泥含水率，

用作掺配发热量过剩煤种。当压滤煤泥质

量较差时，通过掺配生产相对低热值的电

煤增加经济效益，切实提高产品附加值。

该项目四季度可建设完成，生成创效点。

煤炭洗选创效找准了方法，但要想

卖个好价钱，还得紧跟市场。因此，该公

司结合当前市场各类产品形势以及客户

需求进行分析，通过实施块煤破碎，对产

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从市场形势来看，当前大块煤和中

块煤效益较低，结合这一导向，我们对井

下原煤生产、筛分车间、主洗车间主煤流

系统当中的块煤分别实施不同程度的破

碎，设定精确的破碎参数，有计划地对产

品结构进行调整。”于继图说。经过对大

块煤进行破碎回洗，结合不同产品差价，

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提高

产品价值，与破碎前相比，预计年底可累

计增效 650 多万元。

上千万的创效，让洗煤“摇钱树”的

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下一步，该公司将

持续结合市场动向，创新工艺，加大洗选

攻关力度，将洗选创效作为公司重要效

益创造点和打赢企业扭亏增盈攻坚战的

有力“武器”，助力企业高质量有序发

展。 渊长孙佳迪 弋永杰冤

姻 朱春江

“为采油服务，保作业运行。”这是中

国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技术工程室作

业监督们对岗位工作的承诺。在该厂

800 多口油井中，每天有近 20 口井进行

施工作业。为保证各项作业高质高效安

全施工，监督班的 8 名现场作业监督在

1000 多平方公里的油区，日夜驰骋鏖

战，用他们的坚守和担当，为保证每一口

油井作业的质量、安全、进度和效益，在

修井技术上，坚决不放弃：在安全严管

上，坚决不放松……

坚决“不放弃”

距 离 厂 部 30 多 公 里 远 的

TH12225CX 井，经过一晚上的紧张施

工，组下完井电泵管柱到 4801 米时遇

阻，同时井口起压。是完井，还是继续想

想办法？

“只是没有完全按照设计要求施工，

因为特殊情况，这样完井也是可以的。”

但作业监督班的班长母东平就是不

死心。 9 月 13 日一大早 就来到了

TH12225CX 井，他把头天晚上施工过程

的每一个步骤和具体参数全部梳理了一

遍。“是稠油上返造成的吗？是套管变形？

是油管遇到卡点？”无数个疑问在他的脑

海里不断翻腾。

母东平的技术水平和责任心是没说

的，难怪这口井出现了异常，被室主任点

名到井上来解决问题。

“井口的溢流量虽然小，但是还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

他来到盐水循环罐上查看配备的盐

水情况，还重新测量了比重，“无论下步

怎么操作，保证井控安全是第一位的。”

他把现场的情况和建议汇报给工程

技术室，经过技术人员的论证，同意用重

盐水循环压井。

修井队、泵车、重盐水站、电缆厂家，

现场的人马全部围着一个目标运转：把

电泵管柱下到 5100 米。

母东平紧盯着每个参数的变化，用

重盐水循环压井。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井口的压力

逐渐落零了。

“下管柱！”“慢！”“下管柱！”

“下去了，下去了！”

临近中午时分，现场一片欢呼。在母

东平的指挥下，终于消除了井下稠油影

响，电泵管柱顺利下到设计的 5100 米。

“工艺技术上没到迫不得已，坚决不放

弃，哪怕有一点点的办法都要去试试。这

下子好了，安全、质量、进度，还有效益，

全有了。”

坚决“不放松”

9 月 13 日一大早，作业监督王继忠

赶到 TH12411 井的时候，搬迁队的安全

员还没有到，板车和吊车在井场外狭窄

的道路上集结待命。这边井场上修井队

的员工也已经准备到位。王继忠今天上

午的主要工作是井场搬迁的开工验收，

保证搬迁工作的时效和安全，也是作业

监督们一件经常性的工作。

“滴滴，滴滴滴。”一辆工程车一溜烟

来到井场前，不断按响了汽车的喇叭，好

像是不断地催促着什么。

“这是搬迁队的安全员来了，他是想

让他们的吊车进到井场吧。”一位修井队

的师傅说。

“什么情况？！”王继忠对迟到影响搬

迁进度的这个安全员有些不满意了。

“他是前几天来这边工作的，以前是

在另外的一个油田干。”

那辆排在最前位置的卡车司机对西

北油田的安全管理比较熟悉，没有放行，

车是不能随便进入井场的。

“你搬迁过井队吗？”王继忠对无奈

下车来到井场入口处的安全员说。

“应该搬迁过吧。”安全员似乎想用

开玩笑的方式敷衍过去，还径直往井场

中间走去，“你们这些设备用 5 辆车不一

定能装完呢，看是不是……”

“搬迁开工验收你不知道吗？”王继

忠立即把这个安全员喊了回来，在十几

号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责问，“井场搬迁吊

装设备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像

一个大马哈。”

“对不起，西北油田的安全管理严格

我知道，没想到现场的严格超乎想象

了，以后加强学习，尽快适应这边管理

要求的节奏。”这名安全员一看阵势不

对，按照要求，立马集合自己的员工，

拿齐各种资质证件，正正经经地接受开

工验收。

在修井队、搬迁队共同召开的现场

班组安全教育会上，王继忠高声说：“安

全严格管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坚决

不放松，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态度，更

是一种自律，保证安全生产，是对企业，

家人们最好的回报。”

“安全无小事，人命大于天。”脸上都

快挂不住了的安全员，此时也进入了工

作状态，在井场上尽职尽责地指挥起他

的搬迁队伍开始干活，一点也不大马哈

了。

1-8 月，西北油田采油四厂对顺北

5 号断裂带北段 6 口停喷井实施转抽降

压开采，日累产原油达到 390 吨，标志

顺北 5 号断裂带北段停喷井已经焕发

“青春”。目前，测算的 45 项机采指标

中，健康指标达到了 40 项，占比为

89%，为顺北油气田高效益开发打开了

“措施提能力”新通道。

2020 年上半年，面对 5号断裂带北

段出现 SHB5-11H 井、SHB5-3 井停喷，

到其它油井即将陆续停喷的不利局面，

该厂结合“百日攻坚创效”行动目标，提

出保持顺北油气田优化原油产量结构

的“三项举措”，其中“措施提能力”定为

顺北 5 号断裂带北段转抽降压开采，首

先在 SHB5-11H井实施该措施。

措施方向确定下来后，该厂技术管

理中心油藏开发岗经过详细论证，在第

一时间完成了转抽油机开采的地质方

案，工程技术岗紧密配合完成转抽油机

开采工程方案，“两个方案”让修井作

业、安装抽油机等转抽油机开采加快了

进度。4 月 15 日，随着 SHB5-11H 的启

抽，顺北油气田终于迎来了第一口机抽

井。7 月 15 日，随着 SHB5 的启泵，第一

口电泵井也登上了顺北油气田开发的

舞台。

顺北 5 号断裂带北段从第一口探井

顺北 5 井，从 2017 年 7 月测试后喜获

工业油气流，宣告顺北 5 号断裂带的勘

探开发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到整个顺

北油气田 5 号断裂带进入正式开发阶

段。截至 2019 年 8月，顺北 5 号断裂带

北段共部署钻井 8 口，建产井 8 口，投

产井建产率高达 100%，且全部为纯油

生产，井控储量 3704 万吨，现动态储量

420 万吨，动用率仅为 11%，增油潜力

较大。

5 号断裂带北段初期日生产能力普

遍大于设计产能 55 吨，随着开发进度

的加快，条带呈现出了递减快、稳产难

度大的特点。正常生产井平均运行 11.5
个月后，生产能力便降至初期的 43.6%
左右，油压同期内也会普遍降至 5 兆帕

以下，递减增速超出预期。目前，顺北 5
号断裂带北段的 5 口转机抽井和 1 口

转电泵井的温度、压力、含水等参数均

为正常，已累增原油逾 1.3 万吨。

当下，如何管理好这 6口转机抽降

回压开采井，是该厂技术管理中心当前

正在探索实践的新技术，也是今后长期

讨论研究新课题。现已确立以机采系统

高效长寿运行为目标，以做好动态分析、

做细生产管理、做实配套升级为工作要

点，逐步建立机采井管理体系、做实配套

升级，完成智能化改造，保障机采井健康

平稳生产，加快推进“绿色基层、绿色企

业”创建。 渊王晓龙 何佳伦冤

田陈煤矿
充分释放党群服务中心效能

倾心打造
服务职工“立方体”

爱心帮扶热线不断线，各项便民服务活动

亮点频出，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党群服

务中心自 6 月份成立后“火”了起来，成了该矿

更好地发挥服务效能的新阵地。

田陈煤矿围绕“党建引领、空间共享、用心

帮扶、用爱服务”的工作理念，在点上发力、线

上延伸、面上拓展,倾心打造了“赴外创业者服

务中心、心理测评室、心理咨询室、心理减压

室、妈咪小屋和志愿者服务站”于一体的党群

服务中心，真正实现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享新

格局。

“党群服务中心的根本宗旨就是‘服务’，我

们通过整合优质资源、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

内容，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该矿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许志伟说。

该矿将安全帮教与心理疏导有机融合，打

造心理测评室、咨询室、减压室，建立“心理测评

管理系统”，心理咨询师结合测试报告和现场构

建的沙盘场景对职工进行谈心疏导和安全帮

教。同时配备了宣泄柱、发泄棒、减压魔方、呐喊

壶等减压器械，让职工的不良情绪在游戏过程

中化解，从心灵深处增强安全意识。

党群服务中心专门为孕期、产期、哺乳期女

职工开辟了独立的空间，创建了“妈咪小屋”，配

足配齐胎心检测仪、血压计、吸奶器、储奶袋、消

毒柜等日常用品，为特殊时期女职工提供了温

馨驿站。

该矿对困难职工的帮扶救助常抓不懈，健

全完善帮扶救助机制，不断创新形式凝练“帮扶

文化”，让帮扶工作更贴近实际。以“大病救助、

生活救济、助学帮扶”等为重点，唱响为职工服

务“四季歌”。截至目前，该矿组织开展帮扶慰问

412 人次，发放救助金 68.2 万元，增强了干部职

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该矿设立赴外创业者服务站，成立了“党

员、义工”服务队，制定帮办活动方案，建立常态

化联系机制，设立服务热线电话，实行菜单式服

务。服务站人员与创业者家庭结成对子，不定期

召开创业者家庭座谈会，随时掌握赴外开发职

工思想、工作、生活、困难等情况。组织开展“代

看父母、爱心代购、困难帮扶、走访慰问、便民服

务”五大项目，帮助解决家庭实际困难，让赴外

开发职工和家人感受暖心之情，使得他们在外

放心、工作安心、生活舒心。

“为消除赴外创业者的后顾之忧，让其家庭

的日常状况‘有地方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

需要帮助时‘找得到’，我们建立‘一人一档’家

庭档案，做到家庭人口清、生活状况清，确保精

准服务，搭建起与职工家属的连心桥。”许志伟

说。 渊苑斌斌冤

商品融合市场 效益指导技改

山能淄矿正通煤业：
煤炭“洗一洗” 收金又获银

作业监督的两个“坚决不”

转抽降压开采使停喷井焕发“青春” 师宗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强化看大样
确保烟叶入库质量

为更好地为工业企业提供优质烟、放心烟，

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及有

关部门强化看大样，切实保障入库烟叶质量安

全。

师宗县局（分公司）在工作中，通过看大样

对每一批次的烟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并进行

分类，分 A、B、C 三类，并在取样单上进行标

注。大样与指导样接近、包样与包样之间基本

一致，且无混青、杂及混部位的为 A 类，整体

等级纯度好、等级质量达到要求的通知仓管员

单独堆放；部分大样与指导样接近、有少部分

大样低于指导样，混青、杂及混部位不突出为

B 类；包样与包样之间出入大，有明显的混包、

插花包、等级偏低，混青、杂及混部位突出为 C
类。

工作中要求，严把仓储入库管理，确保烟叶

出入库流程顺畅有序，在库烟叶质量分类更加

精准；严把质量控制，要始终坚持定准标准、把

握标准和突出二检结果运用，及时将质量信息

反馈至烟站指导好烟叶收购，同时对出现重大

质量偏差的批次追溯到烟站；严把烟叶调运关，

要适时应势，正确研判形势，做到科学、快收快

调；严把烟叶收购关，要进一步夯实基础，狠抓

现场管理，压实现场管理员责任，抓住重点、突

出典型、运用结果，全力以赴确保烟叶收购调拨

工作圆满收官。 渊张洪冤

注销公告
四川泰高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
号院5101042003330冤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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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特此公告遥
●成华区圣佳美毛绒店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10108
600311451）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唯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用 代 码 91510106MA
6CL32C2T）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 200 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福润川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73972794913）遗
失作废。

●四川德阳鸿建运业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证（证号：川交运管德
字 0091518 号）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中江县杰兴镇钟金山挂面经营
部持有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10623600348732）遗失作废。
●金堂县俊妹农产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21600
248060 遗失作废
●宜宾沃台机电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502MA64XHDX02） 遗 失
作废
●四川昌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税 号：91510100696290324L）遗
失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051001900104， 发 票 号 码
34832292)声明作废
●四川优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0107000114925）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成都万家灯火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101042003557），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475
282821-4），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 （代码 75282821-4）均
遗失作废。
●金牛区百丽安特灯饰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6600822316）遗失作废。
●四川鑫铭汇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6MA6359
408C）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风起云飞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CFPD792）经股东
决定注销，清算组由李家愿、周
昊晟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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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美佳袋鼠环保科技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C8YN1X4）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成都魅城柏都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8394096868W 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 万元减少至 10 万元。请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事宜。
●减资公告:经成都魅成华都酒
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31923440P 股 东 会 决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0
万元减少至 20 万元。请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事宜。
●新都区新繁镇鑫金坤建材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14MA6DF
3X0XN）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成都魅城酒店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331923467F 股 东 会 决
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
万元减少至 40 万元。请各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事宜。
●注销公告：成都市兴天成广告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510107000855785）经股东决定注
销，清算组由向建平、蒲红娟组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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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晟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 菊 英，安 全 生 产 考 核 合 格
证{证书编号：川水安 B(2018)
0141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理工大学勘查技术与工
程专业 2010 年毕业生黄振强，
遗 失 就 业 报 到 证 ， 编 号 ：
10616104340。声明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新世纪歌坊营
业执 照正 副本（注册 号 ：5101
08000164596）、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1010810612
6598）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刁亚林食品服务部 *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8600337
259）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欧茗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
MA68PP405D）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汉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
号：510108000243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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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成都兴达通管道
器材 有限 公司（注 册 号：5101
062008987）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成都
市金牛区金府路 502 号 5 栋 15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文县小韩小吃店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621222600061023），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耀年遗失成都文理学院学
生证 201816155453 声明作废
●成都逐梦之光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8MA6AHH3PX5 税 控 盘 盘
号：539910777264，遗失作废
●成都幻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66533
53902）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四川中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
30933034X1）股东会决定：四川
中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10000 万元减少至
200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债务担保
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四川中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

注销公告
成都绿康园农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6D
GGHW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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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覃泳
嘉（身份证号：51372319970929

7638）， 报 到 证 遗 失 ， 编 号 :
20191276430539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成都茂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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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春禹琴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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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醇品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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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中源宽博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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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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