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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区域
弄弄坪
河门口
炳草岗
仁 和

四十中小
金 江

全 市
注：2019年1月1日至今日，全市共计监测72天，达标70天，达标率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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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金泰悦城三、四楼办公楼现公开对外招租，该楼地处市政务中心对

面，毗邻攀枝花学院、市总工会、四十中小、成都辣王附近，位于万达商圈核心位

置，人流汇聚商机无限。该楼面积约2600平方米，各型大小房间30余间（含大

型会议室），已整体装修，水电通讯均通，电梯直达各层，另有地下停车场2300平

方米，停车库50余套。该楼可用作办公、宾馆、茶楼、餐饮等，整租分租均可，有

意者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张女士 13628163932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招租启事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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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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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时间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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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途中甩客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公共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当事人

吴*勇

候*兵

陈*宽

徐*华

彭*

张*生

田*斌

陈*玲

袁*军

李*柱

龙*平

车牌号

川DT2488

川DEQ962

川D98009

川DYU658

川D6Z197

川D86270

川DFW763

川DD5279

川DFT057

川DCY376

川DEW926

处理情况

罚款200元

扣押车辆2天
罚款10000元

扣押车辆9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4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4天
罚款10000元

扣押车辆3天
罚款5000元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18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9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9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12天
罚款5000元

备注

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汽车、非法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曝光栏（第十一期）

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攀枝花市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周报（2019年3月4日—3月8日）

城市管理热线：12319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热线：96918

东 区

西 区

仁和区

米易县

盐边县

钒钛
高新区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55分）

51.4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60分）

56.3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55分）

51.2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45分）

41.1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50分）

46.7

主次干道及街面
管理（50分）

47.6

重点区域
管理（32分）

28.4

重点区域
管理（30分）

26.7

重点区域
管理（30分）

26.8

重点区域
管理（24分）

21.8

重点区域
管理（20分）

16.1

重点区域
管理（34分）

28.5

镇乡管理
（13分）

10.6

镇乡管理
（10分）

7.1

镇乡管理
（15分）

12.6

镇乡管理
（31分）

28.6

镇乡管理
（30分）

28.4

镇乡管理
（16分）

14.8

得分

90.4

得分

90.1

得分

90.6

得分

91.5

得分

91.2

得分

90.9

主要扣分原因

人民街、花城中街沿线存在有色垃圾、违规摆摊设点、坐商不归店、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画、户外广告破损、路面有污水污渍、焚烧垃圾；湖光中街11号小区及周边区域存在有色垃
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毁绿种菜、绿地内植物缺失、饲养家禽；西海岸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银江镇存在有色垃圾、违规摆摊设点、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
涂乱贴、店招破损、户外广告破损、植物有菟丝子病虫害，市场内有零星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苏铁中路沿线存在有色垃圾、坐商不归店、违规摆摊设点、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广告乱设、店招破损、户外广告破损、机动车违规停放；玉树巷19号小区及周边区域存在有色垃
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毁绿种菜、绿地内植物缺失、杂草丛生；大水井市场内有零星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格里坪镇苏铁西路沿线存在有色垃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广
告乱设、户外广告破损、车辆乱停乱放、植物有菟丝子病虫害，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攀枝花大道南段沿线存在有色垃圾、违规摆摊设点、坐商不归店、乱堆乱放、乱涂乱贴、广告乱设、地面破损、车辆违规停放、果皮箱脏污；攀枝花大道南段812号小区及周边区域存在有色
垃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植物有菟丝子病虫害、园林作业弃土弃物未及时清除；五十一综合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平地镇存在有色垃圾、违规摆摊设点、乱牵乱挂、
乱涂乱贴、车辆乱停乱放、户外广告破损，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河滨路、河熙北路、城中街、桥东街、南街沿线存在有色垃圾、坐商不归店、违规摆摊设点、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户外广告破损；河熙北路5号教师园区存在有色垃圾、乱堆乱放、
乱牵乱挂、绿地内植物缺失、园林作业产生的弃土弃物未及时清除；城南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垭口镇存在有色垃圾、坐商不归店、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网
格化公示牌破损、户外广告破损、车辆乱停乱放，市场内有零星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中环南路、西环南路沿线存在有色垃圾、坐商不归店、乱堆乱放、乱牵乱挂、广告乱设、乱涂乱贴、路面破损、户外广告破损；月潭街1号小区存在有色垃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贴、
毁绿种菜、绿地内植物缺失、沟盖板破损、焚烧垃圾；鑫盛农贸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红格镇存在有色垃圾、乱堆乱放、乱涂乱贴、车辆乱停乱放，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
市场外有占道经营等问题。

彩虹路沿线存在有色垃圾、坐商不归店、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画、户外广告破损、路面破损、树木有菟丝子病虫害；彩虹路232号小区存在有色垃圾、乱堆乱放、乱牵乱挂、乱涂乱画、毁
绿种菜、绿地内植物缺失、黄土裸露、杂草丛生、有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园林作业产生的弃土弃物未及时清除、沟渠内垃圾堆积；金江镇有坐商不归店，市场内存在有色垃圾等问题。

一片丹心映“钒”星
——记攀钢研究院钒技术研究所尹丹凤

科研“小白”努力成长

2010 年，刚获得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尹
丹凤，一入职便被抽调到成都青白江
参与《钒钛磁铁矿提钒清洁生产关键
技术及装备研究》课题的工业化试
验。刚到实验基地时，很多人都为她
捏了一把汗，一个女孩子来环境这么
差的地方，吃得消吗？专业还不对口，
参与科研试验工作到底行不行？

面对质疑，尹丹凤用实干作出回
答：专业不对口，那就从现场的工艺开
始学。休息时，她缠着科研前辈带着

她去试验场，焙烧、浸出、废水回收处
理……努力掌握各阶段工艺技术，以
及弄清其中的目的性；在实验中，别人
不愿去的取样现场她争着去，并仔细
观察样品，结合仪表中显示的温度、压
力等参数以及从检测数据分析总结工
艺条件的差异性，形成自己的科研思
路，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就这样，凭着
勤于行、善于学、爱琢磨的那股不服输
的劲，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尹丹凤从
最初的科研“小白”，到后来逐渐掌握
各科研课题的生产工艺思路和技术诀
窍，并成功完成最后阶段的稳定实
验。她敢拼敢干的工作态度，更是让
工友们佩服不已。

变身科研团队“大管家”

随着科研工作不断深入，尹丹凤
成长为钒冶金领域的主力科研人员，
积极主动提炼科研成果，在短短的3年
时间里，先后在《钢铁钒钛》《热加工工
艺》《有色金属》等专业期刊上发表文
章 9 篇，获得专利授权 2 项。不仅如
此，在课题组，她除了承担“钒铝合金
半工业实验研究”“钒铝合金制取工艺
研究”“倾翻炉铝热法冶炼钒铁综合技

术研究”“宇航级钒铝合金关键技术研
究”等相关课题研发工作，更是当起了
科研团队的“大管家”，负责科研项目
经费的统筹安排、配合会计师事务所
的审计。

在新攀钢建设的形势下，为了能够
最大限度的利用好科研经费，尹丹凤自
学了财务相关知识，在对课题进行全面
了解掌握的前提下，通盘考虑，从设备
采购差异化对比到出差线路计划，从节
约一张滤纸到设备改装利用以及方法
改进……凡是在保证科研进度的前提
下能够节约经费的，她都会认真实行。
因为尹丹凤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她所管
理的课题经费中，不管是国家级“973”
项目，还是研究院的相关课题研究，课
题经费都能够按预订计划完成科研实
验任务，从未出现偏差。

成为钒冶金领域耀眼“钒星”

钒产品项目团队顺应新攀钢建设
的号召，结合市场需求，确定“做强做
精钒产业”的发展思路，积极调整研发
方向。本不是学冶金的尹丹凤，将化
工材料与冶金学科结合起来，形成自
己的科研思路，并日趋成熟。

2016年，她作为主研人员，再次把
“宇航级钒铝合金产业化技术研究”升
级为攀西试验区项目和四川省战略新
兴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大大提
升了攀西资源综合利用价值；2017年，
她参与的“大型电炉多期法冶炼钒铁
技术研究”获全国发明展银奖，团队项
目“倾翻炉冶炼钒铁综合技术优化研
究”获攀钢集团青年创新登高项目一
等奖；2018年，她负责的集团公司项目

“FeV80 合金杂质元素控制机理研
究”，按合同完成了年度研究工作，明
确了硫在铝热反应过程中的反应行为
及分配规律。“气基还原氧化钒制备金
属钒粉脱氧机理研究”获得了院“基础
研究奖”。最近两年，尹丹凤还获得专
利授权3项。

尹丹凤先后三次被评为院“三八
红旗手”，成功获选第七批攀枝花市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凭着对科
研的满腔热情和一片丹心，这个曾经
的科研“小白”，如今已成为钒冶金领
域一颗耀眼的“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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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
“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入选工程名单，中国十九
冶承建的泸州空港路工程榜上有名。

泸州空港路工程位于四川省泸
州市龙马潭区泸州临港产业物流园
区，是连接泸州云龙机场到泸州港口
的重要通道。该道路项目总投资 10
亿余元，从路基到路面，从主体到附
属，全部由十九冶完成。工程于2014
年2月22日开工， 2016年6月7日通
过竣工验收。

图为泸州空港路。
（向永川 吴治宏 摄）

攀钢物贸公司

找准“穴位”促整改
本报讯（郑方 报道）“今天的菜

品搭配的真好，营养全面。我们提出
了食堂饭菜质量有所下降的问题，公
司通过与食堂沟通、定制菜单等方式
进行了整改。”近日，攀钢物贸公司几
名职工边吃饭边满意地议论着。这是
攀钢物贸公司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具体措施之一。

2月份以来，物贸公司党委按照集
团公司统一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干部职工对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意见建议，深入分析问题
存在的原因，并积极制定整改措施，稳
步推进整改方案，确保找准“三个差
距”，做到“三个到位”。

找准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学习领会
到位。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央
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形成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找准工作差距，抓住主要矛盾，整
改落实到位。广泛听取干部职工的意
见建议，了解干部职工所思、所急、所
盼。共收集到意见建议104条，充分调
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该公司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
深入分析，讨论整改措施，形成整改清
单，制定整改措施，并明确了责任人、时
间节点，确保立行立改，改出实效。找
准管理效能上的差距，着眼长远，制度
建设到位。在整治突出问题的同时，将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开展纪检
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纠正“四风”的
长期任务，积极探索建立可操作性强、
可持续的行为规范，着力解决深层次问
题，在形成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一头干练的短发，让她在男人堆
里也不显眼；一双洞悉世事的眼睛，
让她总能在关键时刻看到成功的方
向；一副天生的好脾气，让她将科研
试验中的种种困难化为绕指柔……
她就是尹丹凤，攀钢研究院钒技术研
究所钒产品开发及应用项目团队中
唯一的女性研发人员。

□刘莉

本报讯（张全勇 黄小平 报道）近
日，攀煤小宝鼎矿在全矿范围开展了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该矿武装保卫部工作人员深入车
间、库房等消防重点要害部位，对各单
位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消防安全措施防范、消防设施配置、灭
火器材的维护保养等情况进行“体
检”，针对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要求
各基层单位消防安全负责人立即整改
落实，并下发了《消防安全隐患通知
书》，明确整改时间、整改责任人员和
督办责任单位，确保及时消除存在的

各类火灾隐患。
同时，该矿要求各单位和部门加强

对职工的消防安全教育，牢固树立安全
“红线”意识，充分认识消防安全管理的
重要性；认真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全面摸排风险，严格管控重点要害部位
岗位人员，落实管控措施；加强值班和
消防重点及要害部位值守，畅通安全信
息，有效防止消防责任事故。

攀煤小宝鼎矿

排查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

十九冶项目
获建设工程“鲁班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