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金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赤峰

市松山区，是一家集产研销一体化的公司 ，公

司种植金花葵，以金花葵为载体，研制出了一

系列产品，茶系列、酒系列、粉系列、根茎块饮

片系列，产品以独特的功效，畅销当地市场。近

日笔者采访了该公司总经理李庆祥。

笔者院李总，为什么选择种植金花葵，意

义在哪里？

李总院“金花葵”，草本锦葵科秋葵属植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业资源普查时，因没有

寻找到“金花葵”该种植物，生物界认为该物种

已灭绝。中国农科院普查植物资源时意外发现

被当地居民称为“救心草”、“菜芙蓉”的植物，

经国家有关部门检验论证，该植物就是濒临灭

绝的“金花葵”，被生物界誉为“植物大熊猫”。

“金花葵”植物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主要

成分为天然黄酮类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亚

油酸和亚麻酸）维生素 E、多不饱和脂肪酸、高

聚糖胶、膳食纤维、微量元素硒、锌、钙及多种

不皂化物等。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和亚油酸是人

体必需但又不能自行合成，必须靠饮食摄入的

一类对人体具有保健作用的营养物质。“金花

葵”种子中含油率较高，其中多不饱和脂肪

酸—亚油酸的含量高达 70%以上，并含有

0.5%的维生素 E。
金花葵是一种天然的绿色植物，它在生

物界被称作绿色植物熊猫幼崽，换句话说这

种植物是较为稀有的，在大自然之中是较为

少见的，全身全是宝，平常可以用金花葵来

泡水喝。

笔者:李总，能谈一下发展规划吗？

李总院我公司做的是一个产业链，公司

采取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下

一步我们大力推广种植，与农户建立紧密合

作关系，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我们严格按照有机农业标

准去操作，做绿色产业。我们与科研院所合

作开发了一系列产品，茶系列、酒系列、粉系

列、根、茎、块饮片系列，发展连锁加盟，共同

做好金花葵，造福百姓。 渊明月冤

2020 年 12 月 18 日，笔者从山东省阳

信县供销社获悉，按照阳信县委、县政府

提出的打造“中国第一牛县”、“世界牛

谷”部署，阳信县供销社依托所属的阳信

亿利源供销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联合阳信县

财金集团、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等共同出资成立山东汇阳通达物流港有限

公司，成立专班推动建立进境肉类指定监

管场地项目，建设建设冷链物流港并取得

重大进展。

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大功能区：海关监管

区、仓储物流区、产品加工区、市场交易区、

管理办公区、配套服务区。项目运用区块链

技术，采用物流大数据进行智能化仓储建

设，把“RFID 冷链温度管理系统”及“GPS+
温度监控冷链管理系统”通过先进的 RFID
技术、GPS 技术、无线通讯技术及温度传感

技术有机结合到项目的建设当中，旨在打造

成为“立足阳信，面向全国，集牛肉批发、加

工配送、冷藏保鲜、检验检测、电子商务、展

示展销等为一体的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华

北地区较大的综合性、现代化、智能化的牛

肉集散中心和配送物流基地”。项目建成后，

可有效提高优质进口和国产牛肉生鲜产品

的冷链集散中转功能，完善牛肉供求调节功

能，扩大交易范围，增强辐射能力，把世界的

牛肉引入阳信，立足华北地区，产品面向全

国市场。把广大的消费者、生产厂商、供应商

以及配套服务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规

模化的经营优势，成为世界牛肉的加工流通

中心。年交易量可达 80余万吨，交易额超过

400 亿元以上，创造利税 50 亿元以上。同时

该项目的建设可有效夯实“第一牛县”的基

础，更加符合阳信县打造“世界牛谷”的发展

战略，带动肉牛产业结构调整，拉动需求消

费，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创造持续巨额税源，

对阳信县的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拉动作

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阳信县是全国畜牧百强县，是全国重点

牛肉产品供应基地，全县年出栏肉牛 26 万

头。据农业部统计，阳信县肉牛存、出栏量全

国第六位，农区第一位；有肉牛屠宰企业 76
家，年屠宰能力 120 万头。阳信县供销社党

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刘永刚告诉记者，该项

目立项、环评、土地预审、规划等手续已办理

完成。中国肉类协会、滨州市海关、中国银行

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给予高度关注，并表示大

力支持，并且该项目已纳入山东省供销社

“3322”工程项目，下一步将加强与各部门的

沟通与协调，全力推进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

地和牛肉储备库的建设工作。

渊翟成新 车春杰冤

近日，安徽童亭矿举行 2020 年下半年无

“三违”人员安全抽大奖活动。该矿 806 名符

合抽奖条件的职工参与抽奖，乐享“新年大礼

包”。

“安全是最大的幸福，安全是最大的效

益，安全是最大的福利。”该矿本次抽奖设鼓

励奖 786名、三等奖 10 名、二等奖 5 名、一等

奖 3 名、特等奖 2 名。奖品分别为 4000 元、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不等的品牌手机，

鼓励奖为每人两桶洗衣液，做到让每一名无

“三违”人员不空手而归。

抽奖现场，职工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跳动

的电子大屏，见证各个奖项的逐个揭晓，现场

氛围异常高涨。抽奖现场还穿插有奖知识问

答环节，职工们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在寓教

于乐中学习了安全生产知识。

该矿通过举办此次安全抽大奖活动，在

全矿继续营造“保安全、收好官、开好局”的浓

厚氛围，保持矿井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该

矿干部职工更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安全生

产中亮出奋斗的底色，吹响 2021 年实干的号

角，奋力为“平安童亭、质量童亭、清廉童亭、

和谐童亭”建设再作新贡献。

渊高加林 张莹莹冤

安徽涡北选煤厂近期以“钉钉子”精神，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锤接着一锤敲，从严

从细夯实责任落实、安全管理、生产管理和

四化建设等“四颗钉”，确保安全生产持续稳

定，智能化选煤厂建设顺利推进。

全面从严管理袁狠敲野责任落实钉冶遥 该厂

利用党委中心组学习会、安全办公会、班前班

后会要求各单位从讲政治、顾大局、保生产的

高度出发，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实安全生产

工作。严格厂及车间两级管理人员值班、跟带

班制度，要求各单位管理人员坚守工作岗位。

持续开展安全包保活动，从严落实厂领导及副

总对基层单位的包保责任制度，形成了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紧盯薄弱环节袁狠敲野重点管控钉冶遥 该厂

高度重视安“11种隐患人”排查工作，通过“望

闻问切”多种途径，及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

和健康状况等信息，建立重点人群档案，对患

有疾病、精神状态差、无法保证自身安全的人

员，坚决不让其上岗。坚持开展全方位、全覆盖

安全大排查、专项检查及车间自查,重点对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供电、皮带运输及生活用

水、用电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监督检

查，紧盯隐患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跟踪隐

患整改情况，抓好闭环管理，切实消除人的不

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严管过程控制袁狠敲野最大效益钉冶遥 严

把进厂原煤质量关，做到质级相符，保证不

亏吨。由厂领导每天召集生产相关技术人员

对生产情况进行细致分析，深度挖掘，确保

效益最大化。创新性地开展中煤再洗工艺改

造，提高精煤产率，提升了产品质量。

注重野四化冶建设袁狠敲野科技创新钉冶遥
该厂坚持集约高效与科技兴安协同推进，大

力推进智能化选煤厂建设，科学合理优化调

整工艺流程，重点围绕“五降一提”、提质增

效等方面，强化重点项目攻关，加大技术研

究和工艺创新力度。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使技术创新贯穿于选煤厂安全生产的全

过程。 渊陈飞冤

“这个平煤装置就是好，火车一经过这

里，原本起伏不平的煤立刻像桌面一样平整，

我们只需把散落的煤收集一下就可以了，大

大降低了我们的劳动强度。”日前，在陕北矿

业中能煤田公司原煤装车站平煤装置前，铁

路发运快装人员兴奋地说道，“就这么一台自

主研发的小创新就可以节约成品购置费用

50 多万元，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原来，

这是该公司机修厂班组近期完成的一项小创

新。

由机修工出身的班长梅斌牵头，组织机

加班的钳工及铆工骨干成员成立了攻关突击

队。他们一起查找有关资料，对标分析思路，

决定采用截割加工和焊接的方法，制作一款

平煤装置，由龙门架、起重电机、平煤舢板及

配重等部件构成。他们拿着钢卷尺和测量绳，

对车厢的长、宽、高进行细致测量，并从废料

库及其他车间找来槽钢、电机、角铁等材料，

根据测量的数据进行切割和焊接。钳工艾小

虎在切割方面是出了名的“一刀准”，经他切

割的材料准确无误，不出废料，节省了时间。

经过 15 天的奋战，第一款平煤装置出现在他

们面前，他们兴冲冲地去试验，结果，配重太

轻，装置落地有些漂浮，车厢底板上的煤无法

清扫干净。对此，获得过技工焊接赛大奖的梅

斌，亲自上阵，为装置焊接加料。经过调整，平

煤装置终获成功。 渊王惠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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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煤矿、杨柳煤矿在大巷及主要运

输大巷使用小线吊挂专用勾，对小线进行分

类标准化吊挂，专用勾与标准化吊挂的运

用，既方便线路故障查找，又规范了线路管

理。”日前，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网

络监测办公室副主任杜传帅外出学习后深

有感触。

柴里煤矿结合“对标一流、提升境界，高

质量发展”解放思想教育活动，跳出柴矿看

柴矿，成立学习调研考察组赴唐口、张集煤

矿等四矿对标学习，拉开了对标学习兄弟矿

井先进经验和典型作法的序幕。“‘学然后知

不足’，我们积极走出去对标学习，让管理干

部思想往高处解放、工作向高标定位！”该矿

党委书记赵连永说。

唐口煤业“吓一跳”VR 实景体验室，实

景模拟了高空坠物、踏空、触电等内容，让违

章人员身临其境，安全警示教育真正让人

“吓一跳”，给考察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安全警示教育方面，VR 实景体验的方式

已成为普遍主流，但唐口煤业却将新手段发

挥到极致，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从而达到

教育职工精准操作、规范流程的目的。”柴里

煤矿王恒说。

调研考察组参观学习的矿井全都打造

了智能化矿井建设的品牌，成为所在集团公

司智能化建设的“领军人物”，与这些先进的

矿井相比，柴里煤矿还有不小的差距，巨大

的落差让考察组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也激起了追赶的决心。他们通过下井参观、

实地走访、分组座谈、对口交流、查阅资料等

形式深入了解先进兄弟矿井的实际情况，俯

下身子去学，虚心再三请教，马不停蹄走过

一站又一站，为矿井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访

“名医”、寻“良药”。

“外出学习前，我们重点对矿井的管理、

系统、劳动组织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自

查问题，确保带着问题学，带着标准学，没想

到现场差距这么大！”该矿安监处处长赵新

华说。在每天学习后，考察组都会第一时间

召开学习体会分享会，运用学习会、反思会、

研讨会反复探讨，对标分析自身存在的差距

和薄弱环节、管理制度流程存在的缺陷、实

际工作中产生的问题。

差距不找不明，问题不攻不破。该矿围

绕“思想僵化、思维固化、工作内化”等问题

和短板，实实在在认识到和对标矿井在以人

为本上、在智慧化矿山建设投入上、在利用

经济杠杆调动全员安全生产积极性的奖惩

力度等方面都有不少的差距。通过对标学

习，该矿考察组成员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

界、坚定了向先进看齐，向一流企业看齐的

信念。

“新的一年，我们将围绕班组安全、生

产、工效、质量、诚信等方面，分别完善班级

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创建‘学习

培训型、本质安全型、管理精益型、安全诚信

型、创新创效型’五型班组，充分调动基层班

组提工效、抓安全、抓生产标准化的主动

性。”安监处陈福辉说。

实践证明，把思想的“闸门”打开，最

有效、最直接、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开展对

标学习。通过此次考察学习，考察组成员

深刻认识到与对标矿井在发展理念上、发

展动力上、发展后劲上的差距和不足，纷

纷表示回去后会切实查不足、找症结，拿

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本着实用、管用、

便于操作、符合老矿发展实际的原则进行

梳理筛选和加工改造，为矿井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我们要快速消化吸收学习来的先进经

验，紧密结合矿井实际做好结合文章，加快

出台指导性文件，为 2021 年各项工作的稳

步高质量推进打下坚实基础。”矿长石海波

说。

渊房蓝军 张震 巩光浩冤

“登高望远天地宽”
柴里煤矿对标学习捧来“他山玉”

2021 年元旦当天，中煤新集公司一

矿固定队检修班职工放弃休假，坚守工

作岗位，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保

障。

图为该队职工正在仔细检修混合井

副提绞车液压站。

陶志政 张安坤 摄影报道

新年伊始，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重庆气矿永川作业区面对寒潮，切实做好

重庆市渝西地区元旦期间天然气的保供工

作，近 100 名员工坚守岗位保证天然气供

应，仅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该作业区

就销售天然气 1045.2 万立方米。

为保障元旦期间居民用气高峰，该作

业区把“页岩气平台来气接得住，下游用户

供得上”为目标，落实对外保供管理方案，

从页岩气平台井到脱水站以及外输管网，

全流程降低背压尽可能释放平台气井产

能，挖掘每方天然气，仅足 202 脱水站日供

从原 60 万立方米提高到 70 万立方米。同

时，作业区加强巡检、夜间巡查，做好供给

应急预案，发现问题高效应急处置，满足天

然气产能平稳供给。

图为员工在设备区检查流程。

赵亮 李传富 摄影报道

新年力保天然气供应

新集一矿职工
坚守岗位
保安全

童亭矿无“三违”职工
乐享“新年大礼包”

中能煤田
一个小创新省下 50 万元

山东阳信：推进冷链物流港项目 助力打造中国第一牛县

涡北选煤厂：狠敲“四颗钉”筑牢发展根基

图为该公司的金花葵种植基地。

开拓进取谋发展
———访内蒙古金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祥

公 告
四川君和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俄罗斯锡拜 5000t/d 熟
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股
权，现寻找有意向的投资人，
请有意向者按如下方式联系公
司董秘蒋雨辰：

lifan73@126.com
或电话：0833-2431498。

●川 AJ508 挂营 运 证 5101120
00124 遗失
未来之眼（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预展时间：2021年1月8日-1月9日
拍卖时间：2021 年 1 月 10 日
展拍地址：秦皇岛市开发区祁连
山路 19 号 广顺大酒店
联系人：陈经理 18611351108

●李梅身份证 51382119850330
1521 购葛洲坝紫郡蘭园 827 号
车位 5 万元收据（编号 0046723）
遗失，声明作废。
● 陈 洪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500224198902202311）遗失
●夏培轮陈广荣购买成都恒泰
盛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金牛区
金丰路量力健康城 4 栋 1 单元
3006号的购房首付款收据（金额：
255032 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任然美，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0
60012167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田金梅不
慎遗失执业证号：000027515101
00002019005105，声明作废。

●成都朗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2020 年 12 月 30 日开具给
蒋 昌 义（ 身 份 证 号 510211
196109052814） 购 荣 威 牌
CSA6511ZEAP 汽 车 ， 车 架 号
LSJWB4W94LZ199585 合 格 证
号 YF146Z000667053 的机动车
销 售 统 一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151002022001， 发 票 号 码
01201792）发票联、抵扣联、报
税联、注册登记联及其合格证
均遗失作废。
●川 A97K4B的道路运输证遗失
●高新区开元图文工作室营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
9600122224，经 营 者 姓 名 ：
肖建峰）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汇都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给彭志平，白秀华
的二期公寓装 修履约金金额
2000 元，收据编号：SJ00011282
票据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缔照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82002978）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销，清算组由朱晓晖、
刘琦组成，请债权债务人在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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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朱晓晖 13281128227
●成华区天圣冷饮店 * 营业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
10108L2592865XN，经 营 者 ：
武晋蓉）正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乾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
6399QJ5F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100 万元减
少至 480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美尚优品商贸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道两河路
555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美尚优品商贸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21 年 01 月 06 日
●四川柯瑞杰制冷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510107592085836）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省雲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
A684RN58R）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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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西南交大通联科技产业有
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成都西南交
大通联科技产业 有限 公司 决
定 将 注 册 资 本 由 50 万 减 至
32.5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
成都市高新区天目路 77 号申
报债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联系电话：028-87601384。

●四川福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1XA
MD2W）遗失作废。
●四川恒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四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5MA6DF0
M95L）遗失作废。
●成都特蕊希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0700
0458797），国税、地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川 税 字 5101075902
33487 号）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新佳奇办公家具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510107MA69E2
0WXH）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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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曳的公告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袁

颁发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曳袁现予以公告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南熏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院B0003S251010173
业务范围院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
关法律尧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袁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遥
许可证流水号院00716868
批准成立日期院2013 年 02月 06日
住所院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林路 261尧263号
发证机关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院2020年 12月 2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渊www.
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