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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AQI指数日报
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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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9年1月1日至今日，全市共计监测203天，达标184天，达标率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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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茨竹青锰矿委托四川景星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攀枝花市茨竹青锰
矿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形成征求意
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部令第4号令，2018）有关规定，现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 http：//www.panzhihua.gov.cn/
index.shtml

（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可到攀枝花市茨竹青锰矿（攀枝花市盐边
县）查阅纸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与该项目相关

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项目
周围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panzhihua.gov.cn/in-
dex.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制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

意见提交单位：攀枝花市茨竹青锰矿
通讯地址：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双龙

村四社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8810872885
邮箱：lyxhggg@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0个工作日。

攀枝花市茨竹青锰矿
2019年7月24日

攀枝花市茨竹青锰矿采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经盐边县人民政府批准，盐边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决定公开出让七（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盐边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盐边自然资源公告〔2019〕05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申请参加。

三、本次公开出让采取增价方式，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详见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7月
24 日—2019 年 8 月 20 日到盐边县土地
矿产储备开发中心获取出让文件、向盐边
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提出书面申
请。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9
年8月20日17时。

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按规
定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盐边县自然资
源规划和林业局审查后将书面通知确认
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地点在盐边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
挂牌时间为：2019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 时
至2019年8月22日17时。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人：章先生 韦先生
联系电话：（0812）8664957

13548212399
开户单位：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攀枝花新宏路支行
账号：118525951732
工商银行攀枝花分行
账号：2302332119100116196
中国建设银行攀枝花分行
账号：51001628637051517984
农行攀枝花市分行
账号：132201040013976
攀枝花农商行东区支行
账号：88040120001737099
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营业部
账号：514004050018010055293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炳草岗支行
账号：7722010000727198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攀枝花东区支行
账号：951001010000346152

盐边县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局
2019年7月23日

地块
编号

YG2017-06#

YG2017-07#

YG2017-08#

YG2017-09#

YG2017-11#

YG2019-04#

YG2019-08#

说明

位 置

盐边县永兴镇湾塘村

盐边县永兴镇鹿游菁村

盐边县惠民乡

盐边县国胜乡大毕村

盐边县和爱乡团结村

盐边县红格镇益民乡

盐边县桐子林镇西环南
路

1．按现状出让。2．本次出让无保留底价。3．出让成交价仅为竞得者应交纳的出让地块土地出让金，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者按规定自行缴纳。
4．竞得者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逾期不签订合同或已签订合同不按期缴纳成交价款，终止供地并不退还保证
金。5．竞得人必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365日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1095日内竣工，逾期按相关政策规定处理。

用地
性质

商业

商业

商业

工业

仓储

商业

商业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40

30

50

40

40

宗地
面积
（m2）

2627.47

397.15

1740.21

1918.31

5917.70

6504.91

1964.03

出让
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起始
价

（万元）

75

10

105

28

178

342

150

增价
幅度

（万元/次）

1

0.5

1

0.5

2

2

2

保证
金

（万元）

38

5

53

14

89

171

75

主要规划要求

商业设施用地（B1）；容积率≦1.5；绿地率≧15%；
建筑密度≦55%；停车数量≧6个。

商业设施用地（B1）；容积率≦1.5；建筑密度≦70%。

加油加气站用地（B41）；容积率≦0.25；绿地率≧
10%；建筑密度≦40%。

二类工业用地（M2）；容积率≧1.0；绿地率≦
20%；建筑密度≧30%。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W1）；容积率≦1.0；绿地率≧
15%；建筑密度≦50%。

商业服务业用地（B1）；容积率≦1.0；绿地率≧
35%；建筑密度≦20%，建筑限高≤24m，停车位
≥0.5个/客房。

商业设施用地（B1）；容积率≦1.5；绿地率≧25%；
建筑密度≦35%。

备注

主 要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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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激发“红色引擎”的新动力
——攀钢钒冷轧厂机关党支部助力高质量发展侧记

□肖凤梅

如何发动广大干部职工以百分之百
的决心和气魄、百分之百的精力和投入，
全力以赴打好高质量发展攻坚仗？攀钢
钒冷轧厂机关党支部紧紧围绕生产经营
重点，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
振，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夯实基础 筑牢战斗堡垒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日前，攀
钢钒冷轧厂机关党支部党员大会上，支
部书记陈海军说，只有筑牢了党支部这
个“堡垒”，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充
分释放。

今年以来，该党支部努力发挥党组
织的优势作用，依托“党员先锋岗”“党
员责任区”等载体，科学设置党员先锋
岗，持续开展争创活动，表彰命名“党员
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增强党组织
向心力、凝聚力。把典型引路、抓点带
面作为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工作的有效方法，定期组织党小组长和
党务干事对厂内的优秀党小组观摩，使
其学有方向、赶有目标，通过互查存在

的短板问题，做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实现党小组的建设与生产服务共同进
步。通过专题党课、主题党日、讲身边
党员故事等学习教育方式进一步加强
党员教育，提高党员认识，形成共识，践
行党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为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该党支部还建立“党员测评
台账”助推工作落地，围绕“建台账、强
管理、重考核”的工作思路，多形式督促
各党小组履职尽责，为各项工作的开展
奠定组织基础，筑牢了“战斗堡垒”。

党员攻关 破解生产难题

“解决产品在‘提档上量’中遇到的问
题，是我们党员技术员的责任。”7月15日，
党员技术员朱大军早早地来到1号板线生
产现场，观察矫直机的使用情况，检查客户
定制的产品生产情况。原来，近段时间1
号板线生产的薄规格产品出现的“浪形”缺
陷，成了制约生产的“瓶颈”，朱大军主动请
缨认领了这个难题。

今年以来，该党支部以党员项目攻
关活动为载体，围绕生产、管理中呈现
出的突出问题，以确立组织攻关项目的
方式重点解决难题、突破瓶颈。为党员
划分责任区、建立示范岗，将产品推广、

产品跟踪服务、定制化生产等指标分解
到每名党员，不断增强服务客户的意识
和党员的创新思维，助推结构调整、产
品研发等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1至6月，该厂产品综合成材率达
到 92.92％ ，镀 锌 产 品 I 组 品 率 达
86.85%，普线产品I组品率达93.59%，
成为较好的利润支撑；按计划完成新产
品开发3个、新产品试制量13.8万吨，
效益产品总量达 36 万余吨，开辟了公
司新的增效点，广大党员正用实际行动

“智造”钢铁精品助推高质量发展。
同时，该党支部深入开展提合理化

建议、“金点子”活动，引导党员带头围
绕本岗位、本职工作，自主发现问题、自
主立项选题、自愿结盟团队、自主解决
问题。该党支部全体党员职工立足岗
位提出的10余项合理化建议的实施，
解决了在生产、工艺等方面制约降本增
效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为冷轧厂优化生
产、提质增效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先争优 赛质量比业绩

“小张，上个月你们乙班又拿第
一名了，恭喜哟。”前不久，在经过质
量展板时，一名职工对质检乙班的小
张点赞。

原来，在该党支部现场党小组悬
挂的质量展板上，清楚地记载着各质
检作业区近一周内的生产情况、安全
工作、质量指标、现场管理等工作内
容，包括作业区之间工作质量的横向、
纵向比较以及全方位、多角度的数据
分析。职工们在经过展板时，总会忍
不住回望一眼展板上的数据，然后干
劲十足地投入工作。

该党支部以创先争优为契机，积
极为职工搭建素质平台，以班组为单
位，组织不同岗位的职工进行培训和
竞赛，提高职工的业务技能，增强以质
取胜的能力。质检乙作业区通过严格
质量管理、加强质量监督、强化质量责
任、把好质量关口，使党员在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和工作岗位上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该作业区的质量差错率、
质量异议率、产品降级改判率、合同兑
现率等指标均优于其它班组，从而在
生技室打造先锋班组的竞赛综合评比
中排名第一，成为了生技室一朵闪亮
的“质检花”。

攀钢钒炼铁厂原料场封闭改造
攀钢钒炼铁厂煤场封闭改造进入施工收尾阶段，7月23日，原料场封闭改造全面铺开，开启了攀钢环保工作新征

程。炼铁厂原料场封闭改造最大跨距为152米，较煤场项目还长16米，是目前国内最大跨距的钢管桁架结构。该工
程完成后将与煤场项目“并肩作战”，为攀钢抑尘降耗工作贡献力量。图为当日原料场施工改造现场。

（特约通讯员 何俊 摄）

“沙场”点兵选良将

攀煤花山矿公开竞聘机运部副部长
本报讯（陈星宇 报道）“思想政治

素质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从
事煤矿机电管理工作3年以上，有机电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矿区职工均
可竞聘”。近日，攀煤花山矿一则公开
竞聘通知在矿区引起热议。

7月22日，经过前期公开报名和资
格审查，3名员工参与到当天的面试环
节。按抽签顺序，3名竞聘人员依次上
台演讲、答辩。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我能够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能够做到不断强
化实践经验，技术上不断改进和创新”。该
矿机运部员工何龙分享了自己从初出茅庐
的机电专业小白成长为一名技术精湛的机
电业务能手的经历，并从自己扎实的技术

知识和实践经验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竞聘
优势和工作思路，得到了现场评委的肯定。

“你怎样看待当前矿机运部的一些
文件规定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现
在矿里主运输系统有什么特点，存在哪
方面的缺点，下一步运输标准化工作怎
么推进”，答辩中，一个个犀利问题扑面
而来。面对评委的犀利发问，竞聘人员
一边自我梳理，缓解紧张情绪，一边飞
速运转大脑，思考如何作答，淋漓尽致
的展现出竞聘人员的机运专业知识的
掌握程度和现场应变能力。评委的现
场点评，进一步帮助竞聘人员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及改进方向。面试结束后，现
场公布了竞聘选手的面试成绩和名次，
排名靠前的两名竞聘人员进入考察。

攀钢钒冷轧厂

努力提升产品档次打造强势品牌
本报讯（肖凤梅 报道）今年以来，

攀钢钒冷轧厂紧紧围绕产品升级和结
构调整目标，重点加强中高端产品生产
管理，并通过质量攻关、操作标准化等
措施，不断提升产品档次和创效水平，
全力打造强势品牌，增创效益。

该厂加强同其他单位密切合作，做
好上游原料和下游市场用户两头延伸
管理，加快中高端产品从试制到生产的
步伐，尽快实现产品批量生产，提高中
高端产品比例。以各产线产品升级为
突破口，保证重点产品产量以及各产线
产品升级等中心任务，强化产线与市场
深度对接，实现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
成立产品质量攻关小组，重点解决跟踪
普冷板粘结、浪形，热镀锌锌花不均、锌
粒条锌缺陷以及品种钢性能不稳定等

问题。做好酸轧备料质量的提升，加强
对平整机给精整产线备料以及镀锌给
彩涂备料的质量把控力度，为终端产品
输送优质原料。积极推进岗位标准化，
实现岗位标准化全覆盖和全面贯彻落
实，举办小时产量班组竞赛，加速推广
先进操作方法，扩大技术成果应用领
域，确保优质产品顺利完成计划目标。

该厂加强对合同承接和客户群体
的分析，积极进行市场调研，对于合同
的生产、发货，安排专人跟踪，并按照品
种重点对每单合同交付进行全程管理，
提高客户满意度，塑造产品良好的品牌
形象。1至6月，该厂产品一级品率、综
合成材率、合同兑现率等重要指标均处
于受控状态，为抢占市场、赢得客户提
供了有力保障。

攀煤供应处

“导师带徒”搭建
员工成长快车道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马晓燕）
今年以来，攀煤供应处把推动技能
人才快速成长作为员工队伍建设的
重中之重，将“导师带徒”活动纳入
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着力提升员工
岗位技能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人才支撑。

攀煤供应处“导师带徒”活动坚
持“缺什么、教什么”的原则，分步骤
有重点的开展“传、帮、带”，帮助徒
弟全面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
徒弟主要是近两年新入职员工和从
事新业务员工，师傅则是由工作作
风好、业务技能精湛、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丰富的员工担任。同时按照
双向选择、自由协商的原则，签订

“师徒”协议，明确师徒职责，约束师
徒行为。该处不定期对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跟踪、检查和测评，并在一年
传授技能期满后，按量化考核细则
进行综合考评，通过评价师徒综合
业绩表现，对在活动中成绩突出、效
果明显的师傅进行奖励。

“导师带徒”活动改变了以往传
统单调的集中教学培训形式，将课
堂搬到生产一线，在员工中形成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促进
了技能型人才队伍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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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李艳平）连
日来，攀煤公司大宝顶矿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当前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切实做到学做相互“充电”、知
行合一、改促并举，确保主题教育的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搭建学习平台，筑牢思想政治建设
力。以专题学习、“三会一课”、党员大
会、主题党日等党组织生活为基本形
式，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融入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引导党员结合要求学，联系实
际学，带着问题学，善于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直面问题，在思想上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

树立模范标杆，增强知行合一行动
力。立足“牢记职责和定位，秉持理想
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发挥表率作用，勇

于担当作为”要求，针对当前企业面临
的严峻形势，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
做好形势任务宣传教育，第一时间了
解、掌握职工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
情况，切实帮助、协调、解决好职工的实
际困难，精心做好岗位人员的思想教育
和稳定工作，真正将知行合一的行动力
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提升综合素质，严把监督检查求实
力。立足全员素质提升工作，切实做到

“三结合”：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
合、与“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教育相
结合、与履职尽责相结合，不断坚定党
员职工逆境而上、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
心。干部作风督导组定期不定期地对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切实
把“严标准”和“实要求”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在学思践悟中坚守初心使命、奋
发有为工作，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攀煤大宝顶矿

三项举措实现学做相互“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