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党坤

近日，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机辆段

召开科研创新及五小成果推进会，段主要班

子成员、丁丁工匠室和青智淮矿创新工作室

成员共计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大家集中学习了《关于印发铁路运

输处 2022 年科技创新工作实施办法的通

知》，就 2022 年段五小成果方案及课题任务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对攻关课题开展讨论，最

终确定今年上半年五小成果课题四项。其中，

青智淮矿创新工作室在确定研究课题后，第

一时间对“防止轮对轴承更换起吊过程擦伤

轮颈”课题进行探讨，并组织青年技术骨干开

展课题研究及创新实施方案，修车车间青年

技术人员结合生产实际，经过反复摸索、实

验、改进，最终自主研发出专用吊具 1 副，现

已投入生产使用，效果良好。自主研发的吊具

使用后，提高了车辆维修效率和质量，保障了

职工的安全。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铁运处临涣机辆段始终秉持创新驱动发

展工作思路，充分激发职工创新工作热情，引

导团员青年和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到技术创新

中去，立足岗位，开动脑筋，创新攻关，解决生

产难题，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生产安全、高效，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 沈忱 王充沛

为满足市场需求，进一步完善《汝州市工

程造价信息》，摸清摸准汝州市沥青混凝土生

产企业的数量及价格信息，填补汝州市该项

地材价格信息的空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近日，汝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相关单位

一行七人，对该市生产水泥稳定碎石、沥青混

凝土的五家生产企业的规模、设备、生产线、

价格等情况进行了走访调研。

走访中，调研组采取进企业、进车间的方

式，与相关企业一一座谈，详细了解疫情常态

化下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通过走访座谈，

获取了第一手信息数据，进一步完善《汝州市

工程造价信息》。造价协会定期组织发布市场

信息指导价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

长期以来，该市一直没有自己的沥青混

凝土信息指导价，非常不便于该市公路、市政

等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财政评

审及相关企业的竣工结算。随着地方材料价

格信息的进一步补充完善，有助于缓解相关

企业生活经营活动的困局，也是地方财政、住

建部门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以实

际行动为汝州地方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汝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组织开展沥青混凝土市场调研工作

■ 徐迎华 曾德州

针对当前防汛抗洪严峻形势，为全面做

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各项准备，4 月 16
日，由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2 上

饶市广信区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上

饶市广信区碧溪河云谷田园举行。中国安能

二局南昌分公司作为自然灾害工程抢险救援

专业队全程参与演练。

演练模拟上饶广信区遭受多轮强降雨袭

击，全区主要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山塘水库高

水位运行，局部小流域爆发山洪，大中型水库

大流量泄洪，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等情

况。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安能南昌分公司抢险

救援专业分队迅速集结，前往支援，第一时间

开展防洪排险及处置行动。

演练设置了监测预警、人员转移、应急救

援、工程调度与抢险、应急保障、灾后处置等 6
大科目，中国安能南昌分公司抢险救援专业

分队与其他救援队伍协同作战，高效完成了

“内涝险情处置”、“管涌泡泉处置”和“水域营

救被困群众处置”3个演练科目。

演练现场，根据指挥员的任务分配，各

小组队员迅速展开行动，管涌处置组立刻启

动砂石打包机，开展砂石自动定量装袋、智

能封口作业，步履式挖机持续给砂石打包机

“喂料”，装袋、封口、运送、堆砌形成一条

链，合力将沙袋沿着管涌堤段码放成防汛堤

坝；内涝处置组及时进行险情勘测，制定抽

水方案，迅速将两台大功率“龙吸水”布置

到内涝区域，调整水泵抽排位置，铺设排水

管，子母式“龙吸水”、垂直式“龙吸水”

联合展开排水排涝作业；水域营救组快速反

应，驾驶自扶正救生艇向涉险水域开进，靠

近人员被困点，把救生衣、救生圈传递到被

困人员身边，成功营救被困群众并将他们安

全转移。

整个演练过程严格按照预案规定流程进

行，分工明确、反应迅速、协调有序，通过演

练，检验了抢险救援专业分队对防汛中突发

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彰显了“安

能力量”，展示了良好品牌形象。

■ 张艳钗 韩晓卿

“出浆了，出浆了！”4 月 14 日 23 时 47
分，正在管线末端放空口密切观察的魏永超

迅速通过对讲机，将情况汇报给带班班长祝

东峰。“立即停止注浆！”祝东峰回复。

“共计用浆 224 方。”对讲机里又传来了

在浆料搅拌站进行统计的王高阳的汇报。

现场一片欢呼。“兄弟们辛苦了，打道

回府，我给大家做热面条！”坚守在现场的

中国石化河南油建公司荆州成品油管道 （荆

州锣场-观音寺段） 改线线路废旧管道处置

工程项目经理王彬高兴地说。

原来，当天他们正在进行荆门-荆州成

品油管道 （荆州锣场-观音寺段） 改线线路

废旧管道处置注浆施工。该段废旧管道长 11
千米，途经荆州市区，管线相继穿过十余处

村落、公路及沟渠，地上建筑物密布，寻找

合适的开挖点比较困难，经过多方研讨分

析，被迫选择长距离二次注浆施工方案。

去年 10 月底，他们顺利完成了第一段 7
千米注浆施工并申报了工法专利，有了之前

的经验，项目经理王彬充满信心。不巧的

是，现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为保证施

工安全，王彬安排人员用警示反光锥围出施

工隔离区，配备专职安全员进行安全监护，

提醒过往车辆绕行。同时，在浆料车和注浆

泵车下方铺上彩条布，防止浆料溅出弄脏路

面和草坪。

“咱们这次使用的是缓凝时间长、流动

速度快的进口注浆料，比普通浆料贵一倍

多，要时刻注意观察放空口有没有冒浆，千

万不能浪费。”王彬通过对讲机传达指令。

一切准备就绪，15 时 4 分，管线注浆正

式开始，4 台浆料车不断地将浆料从两公里

外的搅拌站运到注浆口现场，并倒入注浆泵

车槽内，再通过高压泵将浆料注入管道内。

注浆 24 车后，进入事先设定的成本警

戒区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彬心里有

些着急。“多少方了？怎么还没满？”“200
方了，估计马上就快满了。”王彬看了看表，

已是深夜 23 时。由于注浆期间必须连续作

业，兄弟们都还没吃饭。雨一直下，夜里气

温降至 10 度，还伴随着大风，祝东峰手里

的伞被吹得左右摇摆，成了摆设。大家没有

一声抱怨，神情专注地各司其职，一心只想

尽快完成任务。

23 点 47 分，经过将近 9 个小时的持续

奋战，注浆圆满完成。一行人拖着疲惫的身

躯返回驻地。次日零点多，大家终于吃上了

项目经理王彬亲自下的面条，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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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红耀 通讯员 史亮

当前，上海市疫情形势严峻，全市正在有

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

尽治，全力筹措救治床位和隔离房源成为打

赢疫情歼灭战的头等大事。4 月 15 日晚 7 时，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华东公司接到上海市静安

区政府紧急指令，要求在三天内完成风华中

学方舱隔离点改建项目。

该方舱隔离点改建项目，位于上海市永

和东路 393 号，占地 27亩，建筑面积 17959 平

方米。项目建设将利用教学楼 25 间教室、综

合楼建设 1000 张床位，以及隔断、水电、垃圾

处理设施，室外建设 25 个集装箱式淋浴间。

任务时间紧迫，设计要求高，施工难度大。

时值上海市疫情管控影响，中国二十二

冶集团华东公司在沪人员、车辆、物资调配面

临相当大的困难。但是疫情如火，军令如山，

该公司党政迅速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工作，从

机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抢建队伍，不惜

一切代价协调人员、设备和物料资源，火速驰

援抢建一线。4 月 16日晚凌晨 1 时，首批项目

管理团队 23 人全部抵达现场，抢建方舱的战

疫正式打响。

截至 4 月 17 日晚，共有 200 余名“参见人

员”正在现场紧张施工，教学楼 25 间教室改

建全部完成，综合楼隔断完成 70%；给排水及

强弱电完成 60%，室外基础完成 90%；安装材

料全部进场。为确保 4 月 18 日准时完工交

付，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华东公司抢建团队正

在与时间赛跑，打响了最后的完工决战。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华东公司表示，全体参

建将士将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和上海市各级政府

部署要求，切实扛起央企责任，全力以赴保障方

舱隔离点如期完工，为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做

出有力贡献。

中国二十二冶华东公司静安风华中学方舱隔离点
改建项目打响完工决战

中石化河南油建公司深夜 12 点注浆成功

中国安能多种抢险“利器”
亮相防汛抢险综合演练现场

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机辆段
激发职工创新热情

●自能驾大数据（成都）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10162957001，开户银行：
中 国农 业银行股 份 有限 公司
成都茶店子支行，法人：熊波，
账 号 ：22811301040022262 ，声
明作废。
●四川省交安驾驶员培训学校
有 限公司遗 失川 AU285 学 道
具运输证，证号:3029571，声明
作废。
●兹有成都众华韵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成都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业服务费
保证金：金额 15008 元，票据号：
0006171；质 量 保证 金 ：金 额
10000.00 元，票据号：0006173；
POS 机押金：金额 5000.00 元，票
据号：0006172】特此声明作废，
由以上票据产生的一切纠纷与
贵司无关。
●富顺县汇头客剁椒拌饭餐饮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5103220054907 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席鑫宸定制家具有限公司
在成都东泰商城有限公司缴纳
的履约保证金收据不慎遗失，
收 据 号 9125379 收 据 总 金 额
3800 元（大写：叁仟捌佰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理工大学 2020 年发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
生张雨龙 报 到证 遗 失，证 号
202010616200673，申明作废。
●成都众乐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成都戛纳湾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商铺履约保证
金专用收据，收据号 0047386，金
额 5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侯区峻诚货运代理服务部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0107MA6CEWNJ4A）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亚俊果商贸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
0108MAACLEE087 遗失作废。

●成都驿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143215662672) 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温燕妮不慎遗失深圳市万象
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 开 具 的 保 证 金 收 据 , 票 号
0035326,金额 2000 元,声明作废。
●成都圣力腾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CW3
NN6F 遗失作废。
●屏山县雅图广告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编号 5115295000709、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1529500
0710、祝 志 华 法 人 章 编 号 511
5295000711 遗失作废。
●四川诺迈尔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2
QH518N）遗失作废。
●成都博恒劳务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注 册 号 ：510107
2024358）遗失作废。

●成都万巨信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86890041317）遗
失作废。
●李正清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
开具的隆鑫 . 印象城帮 - 三期
车 位 -11460 收据（票 号：0500
5771，金额 1313 元），遗失作废。
●成华区唐超瑞服装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C8A501Y）遗
失作废。
●成华区凌祥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7HP3PQ1F遗失作废
●成都思之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80669796105）遗
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喧腾商贸部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0106MA6A2X
2X0E）遗失作废。

●成都科力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10109
5442456）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华中西城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506310726）正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好乡音超市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
JY15101070061560）正 副 本 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靓凯凯商贸部营业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
0100MA671Y1D5Q，经营者：李
开亮）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喃喃语服装部营业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
0100MA671XYU18，经营者：李
开亮）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一帆顺达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 章（编 号 5101095811
653）、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510
1095811654）、王成达法人章(编
号 5101095811655)遗失作废

●金牛区梵崎摄影工作室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
0106MA6BH92B8T，经营者：曾
文屹）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享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成都昌鑫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开具的车位履
约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0001
176，金额：264000.00 元），车位
号 ：677、706、721、750、751、752。
特此申请作废。
●合江县跑得快代送物品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2MAAC
LWBK19）正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西交龙域轨道交通科技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6MA69E
AMN80）经合伙人会议决定，注
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减少到 1 万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办理相关手续。

减资公告
成都 川禾花卉 批 发有 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
124MA6B4TDNX1）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 700 万元减
少到 5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
往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成都二月鸟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
91510106MA6DHK5H8J）副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我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
成都电台发布的“匕阳秀·圣鹰
服饰”招 商广告，对 未来收益
做出保证性承 诺，涉 嫌违法，
予以澄清。

成都圣鹰服饰有限公司
●青羊区吉祥家美门窗经营部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510105600
456670)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今天瘦身美容院营业执
照（注册 号 ：私字 00072）正 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吉沣宝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
6BJFWL8K）经公司股东决定，注
册资本由 50 万元减少到 1 万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邛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持
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票 号 1235522766-12355230
03 整本共 25 份 73 联、1235579
422 第 4 联）遗失，特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四川华气清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代码 91510122
0669554243）经股东会决议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 万
元减少至 5000 万元请债权人自
公告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申报
债权。 电话：028－36313321
●张贤山遗失哈弗牌国潮版 H6
车 辆 合 格 证 , 车 架 号 ：LGWE
F7A57NH500437， 合 格 证 号 ：
WAN03A221191579,声明作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不慎遗失四川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名称：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武成大街证券
营业部，发票代码 5100213130，
发票号码 20786626，金额 5949.83
元，发票号码 20786627，金额 456
元，发票号码 20786628，金额
586.98 元，发票号码 20786629，金
额 538.26 元，发票号码 20786630,
金额 55.00 元。声明作废。
●筠连县四季饮品店食品经营
许 可 证（编 号 ：JY25115270025
603）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刘
●江安镇锦绣华庭业主委员会
公 章（编 号 5115230002495）遗
失作废。
●四川闽海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B3WNLX0) 营 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大邑县悦来镇盐井村 9 组李
家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04205090017J 遗失作废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66079393广告热线 028-
地址：红星路二段 159号成都传媒·红星国际 2号楼 1702室

QQ：769036015
微信：13308082189收费标准： 元/行 /天（13字 1行）

独家代理机构院成都锦宏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接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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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险共计 237 份袁 单证代码院
123014006袁18年单证号码如下院
48579-48580,48582-48585,48825

-48830,48834-48835,48851-488
52,48864,49349,49364,50400,5130
0,51488,51491, 51583-51589,515
91-51600,53090-53100,53702,54
600,55551,57495-57500,59633-5
9700；
19年单证号码如下院
2981-2984,2994-3000,4194-420
0,5356,5358-5369,5400,5700-570
2,6002,6057-6061,6063,6300,659
9-6602,6920,6938-6940,7069-70
72,7501-7502,8113-8120,8714-8
722,9302-9303,9601-9605,16480,
16482,16501,18594-18600,20101
-20102,27602,27621-27628,279
14-27920；
任我行共计 26 份袁 单证代码院
120018003袁18年单证号码如下院
32063,32066,32085,32127,32343,3
2382,38721,38764,32538,32549,32
554,32561,32636,39068,39069,391
46,39202,39228,39233-29235,392
81,39282,39286
21年单证号码如下院2293,285
3曰 学平保共计 153 份袁 单证代
码院120078010袁20 年单证号码
如下 院92005 -92157曰 学平险
122份袁单证代码院120001049袁
18年单证号码如下院3184198-3
184200,3196227-3196228,319635
7-3196361,3201604-3201715。
绿驾险袁 单证代码 120035003袁
单证年份 18袁号段袁683遥
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