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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拟向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决定将注册资本从1365194.73万元减少到893306万元，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联 系 人：赵永平

联系电话：13882370131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2019年4月5日

减资公告

两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AQI指数日报
2019年4月3日

监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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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中小
金 江

全 市
注：2019年1月1日至今日，全市共计监测93天，达标91天，达标率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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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草岗加油站上行 100 米处一独立院内有三层楼房出租，面

积 800 平方米左右，可整租或分租。精装修，房内办公生活设施

齐全，拎包即可入住，既可作住宿，也可作办公用。另有临街门

面、库房出租。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3338390

租房启事

广告

攀钢氧化钒清洁生产技术成为行业标杆
专家建议在国内广泛推广应用

本报讯（吴文芳 特约通讯员
王文锋）“攀钢氧化钒清洁生产装备
集成设计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近
日荣获2018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四川省科技厅组织专家鉴
定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已实现产业化应用，经
济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建议在国内
氧化钒企业推广应用，引导钒工业生
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据了解，为实现氧化钒清洁生
产从中试线到产业化生产线的跨越
及环保要求，2008 年，攀钢启动了

“氧化钒清洁生产装备集成设计研
究与应用”项目，该项目在 2012 年
被四川省列为重大产业技术创新专
项。经过长达 10 年的试验研究和
技术攻关，攀钢系统性地研究解决
了氧化钒清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
装备选型设计和废水处理工艺等技

术难题，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氧化钒清洁生产工艺装备集成技
术。截至目前，该项目技术获授权
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

该项目技术成果已在攀钢西昌
钒制品分公司应用6年多，成功解决
了废水循环使用问题，实现了氧化钒
清洁生产，资源利用率高、能源介质
消耗低、清洁环保，具有良好的环保
效益和经济效益。

□陈猛

走进攀钢矿业白马选矿厂磨选作
业区检修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犹如

“旗帜”一般的“白马选矿厂磨选实训基
地”标牌，其次是焊工实作实训的“格子
间”以及依次排开的“龚民建党员技能
工作室”、“龚民建创新工作室”。

在检修班的会议室里，我们看到了
墙上的“云”电视，其显示的是现场传回
的设备状况，不同工种的设备“医生”正
是在这“中军帐”中对设备进行“会诊”。
他们在检修工作中不断的创新，不断的
进取，刷新了同行业多项成绩纪录,树立
了“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的行业标杆。

以制度管人 按制度办事

磨选作业区检修班坚持以制度管
人，按制度办事，“完善管理制度，打造
一支技术精湛的职工队伍。”成为检修
班全面发展的工作总基调。为此，检修

班从实际出发，按照“实用、管用、便于
执行”的原则和“QES”工作体系的要
求，在承接各级管理办法和标准的基础
上，先后制定和完善了班组质量、安全、
环保、党建等方面26个管理项目，明确
规定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流程、标准，
要求各项工作有序、规范、标准的开展，
每个项目、每个职工的工作进程全程受
控、高效运行。

结合《磨选作业区管理制度汇编》
中55个管理细则，检修班人人有分工、
岗位有专责、责任有落实、考核有制
度。班组工作的开展实现了“有规可
依、有章可循”的“闭环模式”，完善的管
理制度具有了“压舱石”的作用.

“刀锋”向内 苦练“内功”

磨选作业区是白马选矿厂最主要
的生产作业区之一，担负着铁精矿生产
的重任。其设备、工艺、生产规模在行
业中名列前茅。

该区检修班负责区内全部设备的
点检、维护、检修及部分备品备件的制
作与组装工作。在设备繁多、多工种合
成、人力资源优化后，全班仅有60余人
却要做好班组的各项工作。为此，检修
班根据生产、检修实际情况，结合磨选
作业区大力实施的“立体化人才培养工
程”，以“名师带高徒”为抓手，形成了勤
学苦练岗位技能的良好氛围；以“班组课
堂”为依托，大力培育和促使技术骨干力
量的生成；以“技术比武”为平台，在职工
技能竞赛中深入开展“磨选工匠”评选活
动。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硬件配套
为职工苦练“内功”和提升素质，提供了

“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空间”。

精益求精 创新务实

随着检修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持续
进行，检修班职工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
也不断得到提升。

班长李部带头攻坚在生产第一线，

把生产中遇到的急难险重任务作为锤
炼职工队伍的绝佳机会。班组职工积
极参加复合工种培训，考核合格率
100%；拥有两种以上工作技能的复合
工种人数达100%，班组工作完成率连
续四年保持100%……

近年来，检修班在给矿机技改、
球磨机筒体修复、半自磨机给矿改造
等重大生产检修中取得重大突破，检
修中的作业、备件消耗均大幅降低。
仅在检修班实施的二期“四改二”改
造上，作业区每年水电消耗就节约
600 万元以上。为此，检修班先后获
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四川省
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矿业公司质
量信得过班组”、“白马选矿厂先进班
组”、“白马选矿厂成本管理先进班
组”等荣誉称号。

十九冶获“一带一路”百国印记短视频大赛“特殊贡献奖”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包国安）

近日，环球网公布了第一届“一带一
路”百国印记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
中国十九冶集团以阿富汗喀布尔大
学项目为背景拍摄的参赛作品荣获

“特殊贡献奖”。
此次活动自2月18日开始以来，

在中冶集团党群部宣传处的精心指
导下，中国十九冶集团积极参与，潜

心挖掘，经过多方面努力，分别以阿
富汗喀布尔大学和台塑越南河静钢
厂为背景，拍摄了两部现场视频参加
比赛。在3月16日至22日的微信投
票环节中，公司上下联动，积极组织
投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项目现场视
频共获得 213917 次网络投票，结合
线下评委评分，该视频最终获奖。

第一届“一带一路”百国印记短

视频大赛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国
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共同支持下，由
环球网组织发起，共征集到来自160
余家单位或个人投递的70多个国家
项目，共300多个短视频作品。大赛
共评出了人气短片、创意短片、中企
好故事、工匠精神奖、友谊使者、特殊
贡献奖、优秀作品奖七类奖项，中冶
集团还获得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新技术保驾护航
攀钢工程公司施工远程监控系统3月下旬完成全部测试并上线运行，把重点施工现场变成了“零距离现

场”。相关管理、工程技术人员通过监控中心大屏幕或个人手机APP就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掌握作
业现场安全环保状况。图为该公司安全环保部相关人员通过施工远程监控系统实时查看荷花池煤场封闭改造
项目现场情况。 （梁建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庞雷）近日，攀枝花
学院附属医院成功完成一例布加综合征
微创介入手术。目前，患者已经出院，困
扰其20年的病痛终于得以解除。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
蔺原介绍，该患者入院后，他们立即对
其进行了相关检查，发现其肝脏各叶比
例失调、下腔静脉肝段闭塞、脾大，并伴
有少量腹水等等，最终确诊其为布加综
合征（下腔静脉阻塞型）。布加综合征
病理生理学定义为从肝小静脉到下腔
静脉和右心房汇合处的任何部位的肝
静脉流出道阻塞，这种病在中国、日本、
印度等国家较为高发。由于传统的手
术治疗方法风险高、创伤大、恢复慢，且
费用不菲，在此之前，我市医院普遍采
取的办法是一旦收到此类患者，便将其
转到更高一级医院治疗。

如今，已经掌握了先进方法的医生
们决定打破攀枝花医学禁区，不仅树立
起新的行业标杆，也为攀枝花建设区域
医疗卫生高地打上“附院烙印”。据攀枝
花学院附属医院主管医生邹恩纪说，由
于该病的微创介入手术相当复杂，他们
精心制作了治疗方案，做了非常充分的
术前准备，从身体检查到手术器械，从术
前讨论到相关药品，可谓一应俱全。

“在介入室局麻下，我们对患者施行
了‘经颈内静脉及股静脉穿刺、下腔静脉
造影、经右心房下腔静脉破膜、下腔静脉
球囊扩张、下腔静脉支架置入术’，手术
相当复杂，但我们精心操作，严格把控，
仅用1小时10分，便完成了手术，非常成
功。”邹恩纪表示，传统手术至少得5、6个
小时，需要休养半个月，而该患者术后当
天就能活动，3天便出院。

本报讯（陈青燕 熊峻 记者 梁
波 文/图）4月2日13时许，盐边县公
安局渔门派出所接到报警，在镇幼儿园
外码头处，有一女子跳河轻生。

接警后，渔门派出所值班民警、辅
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轻生女子已经向
河中心走去。民警一边向轻生女子喊
话稳定其情绪，一边将随身警用装备取
下准备下水救援。此时，轻生女子的男
朋友也赶到现场喊话劝导，女子仍然不
听劝阻，民警继续耐心喊话，向女子询

问情况，但女子的抵触情绪很强，而且
河水已经漫至她的胸口，情况异常危
急。民警立即跳入河中，游向轻生女子
并奋力将她救回。

轻生女子被救上岸后，民警反复耐心
询问得知，该女子叫熊某，本市人，因和男
朋友吵架以及家庭矛盾，导致产生轻生念
头。了解原因后，民警马上通知女子家属
到派出所，一同给女子做思想工作，防止
其再发生轻生等过激行为。最终，轻生女
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被家属带回。

本报讯（记者 程桂英）4月3日至
4日，副市长马晓凤带队检查督导我市
部分医院、学校、宾馆、游乐场所等地的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马晓凤一行先后来到大河医院、仁
和区人民医院、市南山实验学校、仁和
区前进镇中心学校、红格温泉假日酒
店、红格温泉宾馆、昔格达文化田园等
地，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全生产
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查看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等，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安全责
任落实情况。

马晓凤强调，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
升、森林火险等级高，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做到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抓好重点部位、
密集场所的火灾隐患治理，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堵住安全漏洞，及时
化解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预
防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强化食品
安全管理，加强督导检查和指导，创新
监管方式，实现全流程监管，确保广大
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

在创新中实现“工匠”梦想
——记攀钢矿业白马选矿厂磨选作业区检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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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大附院成功“解题”布加综合征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领导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女子跳河轻生 民警快速施救

轻生女子被救上岸。

攀煤大宝顶矿

安全生产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谢文峰）4月

2日，笔者从大宝顶矿调度室了解到，该
矿圆满完成了1至3月份原煤产量和掘
进进尺，确保了安全、生产等各项目标
任务，实现了今年首季度“开门红”。

今年以来，该矿结合矿井生产经营
的严峻形势，积极抓提前、争主动，下达
了原煤生产计划，将压力层层落实和分
解，使干部职工感到工作任务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抓好责任落实，围绕采、掘
工作面的重点和难点，克服了采高变化
大、顶板破碎、断层多等困难，倡导人尽
其职、各尽其责，提升干部职工的大局
意识和业务部门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作风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和监管人
员履职到位、履职有效，加强跟班带班
和各项规章，加强交叉检查和巡查，严
格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安全生产标准
化水平，规范行为标准，促进动态达
标，狠反“三违”和习惯性违章，以规范
管理抓好“双基”工作。每月召开生产
计划会，科学合理地组织生产。加强
机电设备维护和技术攻关，降低机电
事故对生产的影响，努力提高单产单
进水平；加强运输管理，确保人员、材
料设备和原煤运输的正常运转。开展

“小改小革、增盈增效”等活动，制定强
有力的激励机制，使生产一线的劳动效
率有较大的提高。

攀钢钒热轧板厂

创新生产模式 提升用户满意度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许纪容）

今年以来，攀钢钒热轧板厂以提升花
纹板工艺质量指标和产量为目标，开
展花纹板工艺质量改进技术攻关，充
分挖掘生产潜能，合理安排轧制计划，
做大花纹板产量，以满足当前西南地
区用户对花纹板的需求，不断提升用
户满意度。

面对西南地区用户对花纹板板形
要求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实
际情况，该厂开展了花纹板工艺质量改
进技术攻关。根据用户对板形的需求，
合理编排轧制计划，制定详细的花纹板
生产工艺规定，对花纹板轧制时的轧制
负荷分配、辊型和辊压配置、轧制速度、
取样频次等进行了改进。要求轧钢操
作工在轧制花纹板时严格执行相关工
艺纪律，特别是在轧制薄规格花纹板
时，取样要严格按照第一卷必须取、以
后每5卷抽查一卷的制度进行，且要在
L3 系统中记录每个卷的板形情况。通
过开展花纹板工艺质量改进工作，花纹
板的板形质量明显改善。

企业天地

本报讯（孙华 记者 周越）近日，
记者从西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了解到，今
年来，西区着力抓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创建，着力夯实基础抓发展，着力保
障民生抓服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据该局负责人介绍，西区成立了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把创建工作重点具化
为8大模块20小点，列出任务单、排出时
间表、制定路线图，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
乡镇、进学校、进寺观教堂活动，确定12
个示范点，拨付创建经费6万元。举办

“中华一家亲，共画同心圆”专场文艺汇
演，编印《西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
宣传册》1万册，组织区级各单位集体观
看民族团结进步电影，为创建全省民族
团结示范区营造良好的氛围。

西区争取资金700万元，建设庄上

阳光康养新村道路，完善庄上村康养旅
游基础配套设施。强力推进金家村民
俗古村落打造，以尽早初步形成接待能
力。向上争取资金50万元，自筹资金
145.89 万元，在大麦地村新建花椒品
种改良丰产示范基地1000亩，种植花
椒 5.5 万余株。不断完善三级民族工
作网络，将城市少数民族群众的服务和
管理纳入属地的经常性工作范围，做到
与户籍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同部署、同
落实、同考核、同服务、同管理。

西区：着力“三抓”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同创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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