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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AQI指数日报
20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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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年1月1日至今日，全市共计监测103天，达标101天，达标率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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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袁华君、李建平、熊美
申请攀枝花市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裁定由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受理，并于2019年3
月5日指定四川华光会计师事务所为攀枝花市朝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攀枝花市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5月22日前，向攀枝花市朝
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四川华光会计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大街5号（财政2楼）；邮政
编码：617000；联系电话：0812-3334226、13508230408）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攀枝花市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攀枝花市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6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2019年3月22日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 川0402破申1号

出租汽车、非法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曝光栏（第十三期）

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案发时间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1月28日

2019年2月14日

2019年3月8日

2019年4月3日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3月28日

2019年4月3日

结案时间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4日

2019年4月8日

2019年4月9日

2019年4月4日

2019年4月3日

2019年4月4日

2019年4月4日

案由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案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案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案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案

当事人

周*志

林*和

吴*虎

柳*强

罗*奎

钟*

蒋*经

刘*奎

张*美

车牌号

川DT2728

川DT0778

川DT1602

川DT2445

川DT0189

川D3Y787

川DDL390

云A3P9S7

川DEF653

处理情况

罚款2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12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1000元

扣押车辆2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6天
罚款5000元

扣押车辆8天
罚款20000元

罚款5000元

备注

攀枝花市方舟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万利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红星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宗升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攀泰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从轮换工到“全国技术能手”
——记攀钢钒炼铁厂首席炉前操作师岳彩东

□何俊

岳彩东是鞍钢集团攀钢钒公司炼铁
厂首席炉前操作师，央企先进职工、攀枝
花市工匠、鞍钢首届劳动模范以及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今年，他又多了一项
荣誉——第十四届“全国技术能手”之
一。从轮换工到“全国技术能手”，在许
多人看来，他的成长经历堪称“神奇”。

开展探索，推翻此前的冶炼理论

轮换工是攀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
种用工形式，是针对1966年底前参加
工作的职工，让其家中一名子女到企
业接替工作。作为攀钢第一批轮换
工，1987年，19岁的岳彩东怀揣梦想，
成为了攀钢钒公司炼铁厂一名炉前工。

由于钒钛磁铁矿的特殊性，具有
渣铁粘度高、出铁次数多等特点。岳
彩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天天面对高
温熏烤，重复着清渣等繁重工作，厚厚
的工装湿了干、干了湿，一个班下来疲
惫不堪。面对繁重的工作，他也曾经
彷徨过，也想换一个轻巧干净的工作。

“孩子，能进攀钢这样的国有大企
业不容易，咱农村人不怕吃苦，只要好
好干，就一定会有出息……”这时，父
亲的一番话如同一场及时雨，让他的
彷徨慢慢释怀。为了减轻炉前工作
量，他大胆推翻前辈的冶炼理论，查阅
了许多技术资料，坚持跟班倒分析，与
技术人员一道绘制了20多张草图，开
展了近百次试验，终于完成了在渣沟
中安装下渣铁回收装置，一个月下来
多回收下渣铁 600 余吨，炉前工作劳
动强度得到了大幅度减轻。

引进技术，借鉴普通矿冶炼工艺

要在炉前大干一场，知识贫乏寸
步难行。1997 年，岳彩东自费报名参
加了职工夜校，后来又用6年时间集中
学习冶炼专业，并自费购买《高炉冶
炼》《炼铁》等专业书籍，以实践验证所
学理论知识。

“运用蓄铁式主沟后大幅度减轻
了工人劳动强度，改善了炉前环境，有
效降低了高炉铁损，是钒钛矿冶炼技
术进步的一大体现……”积累了丰富

的理论知识之后，岳彩东开始不断将
普通矿冶炼技术和工艺借鉴到钒钛矿
的冶炼过程中，并不断取得新进展。

针对攀钢一期高炉单铁口出铁，
两次出铁时间间隔较短，铁口出现故
障易造成高炉减风的难题，岳彩东及
时对一期高炉铁口设计进行优化，并
结合普通矿冶炼铁口泥套制作工艺，
提出了改进方案，在全厂推广后，减少
了铁口堵不上的次数，延长了铁口工
作时间，大幅降低了炉前劳动强度，为
生产指标优化夯实了基础。

这些年来，岳彩东申报了“一种钒
钛矿高炉渣金属铁回收装置”“高炉开
炉多点立体点火装置”等6项国家发明
专利；他总结提炼“双眼”出残铁工艺、
高炉钻杆接头改进等重大合理化建议
400余项，累计为企业创效达3000余
万元。

带好学徒，培养超一流冶炼团队

为了带好学徒，岳彩东利用现代
化的交流沟通工具，搭建了高炉技师
群、新分大学生群、高炉班组长微信群

等平台，坚持以鼓励和帮助教育为主，
培养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平均每年名
师带徒20余人，使越来越多的徒弟在
各类大赛上摘金夺银。其中，唐军、秦
建辉、胡红等人迅速成长为生产骨干、
炉前高级技师，成为接力传承工匠精
神的新“火种”。

在现场指导完生产，岳彩东便马不
停蹄地召集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研究举
办技师培训的事情。为了更好传授绝技
绝活，他还组建了炉前技能大师工作室，
将技能创新创效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有机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企业、团队与个人的
积极性。目前，他组建的工作室被命名
为“四川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国家技
能大师工作室”。

“希望能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更
多的人，培养出更多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工人，不断在钒钛矿冶炼过程
中取得新进步，让攀钢钒钛矿冶炼技
术享誉世界。”岳彩东说。

本报讯（李玉梅 张伟 报道）
近日，十九冶集团中标山西美锦华
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400 万吨/
年焦化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项目
和三钢集团产能置换（罗源闽光）及
配套项目。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
公司400万吨/年焦化项目EPC总承
包工程，项目内容为“炼焦区域土建、
除尘地面站、变电所等土建工程”“煤
气净化装置土建工程”“循环水系统、
焦化中控楼、35KV变电所、制冷站等
土建工程”等三个标段。三钢集团产
能置换（罗源闽光）及配套项目包括
热风炉、煤气干法除尘、喷煤、BPRT
及配套设施系统工程EPC总承包项
目主体标段工程。

本报讯（邓君 报道）近日，攀煤大
宝顶矿工会女工委组织职工家属开展
了“小家大家 共筑安全”活动，签订了

《夫妻安全协议书》1452份。
为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该

女工委积极组织职工和家属共同参
与此项活动。在活动中，职工及家属
彼此作出承诺，为矿区安全生产和家

庭幸福尽职尽责，并明确自己的责任
和义务，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遵章守
纪、杜绝三违”的思想，落实到安全生
产工作中。妻子要当好贤内助，时刻
提醒丈夫遵章守纪、注意安全，搞好
家庭团结。通过活动的开展，营造了

“小家大家”共筑矿区安全生产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讯（陈星宇 特约通讯员 李
平）近日，攀煤花山矿工会组织25名采、
掘、机、运、通等单位职工家属及家属协管
员代表齐聚会议室，围绕“我为安全尽份
力 吹好安全枕边风”主题，畅谈自己对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看法和认识，共同谋
划2019年女工安全协管工作。

该矿工会希望参会的职工家属和家
属协管员要一如既往的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在工作生活中多一些关心、多一些安

全叮嘱，常吹安全“枕边风”，打好安全亲
情牌，让职工真正明白安全生产对家庭、
对矿山、对企业的重大意义，筑牢安全防
线。该矿女工委要求基层单位建立信息
档案，将在岗职工的家庭基本情况和女
工组织结构详实、准确记录，以便结合实
际有针对性地做好安全宣传、安全帮教、
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对职工家属和家属
协管员提出安全方面的金点子、好建议
进行了征集。

本报讯（谭昌莉 报道）“2月14日
督查通报：80铝铁施工现场电焊机一次
线保护接零未接，电焊机二次线与氧气
表头搭接；分别考核施工方200元、500
元。”这是近日钢城集团冶金辅料分公
司下发的《2019 年 1-2 月安全考核通
报》的内容。

开年以来，钢城集团冶金辅料分公
司不断加大查隐患反违章工作力度，针
对 99 铝新生产线，加强对试运行期间

安全隐患的排查；加大对 80 铝铁施工
现场隐患的查处力度，规范现场物料
堆码、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的检查；针
对该公司重点特种设备、易燃易爆场
所、点检维护、电器设备、交通运输等
方面分别开展专项检查。班组长要在
每月的车间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上
汇报查处违章工作的情况，公司要在
每月的安办会会议上汇报查处违章工
作的情况。

攀煤花山矿

吹好安全“枕边风”

攀煤大宝顶矿

开展“小家大家 共筑安全”活动

钢城集团冶金辅料分公司

加大查隐患反违章工作力度

攀钢开足马力冲向海外
4月10日，攀钢轨梁厂质检员在逐一检查即将外发出口的钢轨，严把质量关。
今年以来，攀钢围绕把钢轨品牌做到世界最优的战略目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持优质供给与卓越服务并重，在

奋力巩固国内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瞄准海外用户，开足马力生产以136RE、54E1等品种为主的
出口钢轨，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扩大攀钢钢轨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梁建伟 摄）

十九冶中标
两个冶金工程项目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一线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