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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7年9月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凡因涉嫌交通违

法，交通事故被我大队扣留、收缴、拖移的机动车（含有号牌
和无发动机号及大架号）的车主或驾驶员，从登报之日起3
个月内，到我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导致一切相
关业务无法办理的后果自负；我大队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对扣留收缴、拖移的

机动车依法处理。
联系人：张雪锋
电话：13882349998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1月14日

扣车时间：2017年9月至2020年6月
一、摩托车:
川DC0779 川D52540 川D29428 川D54543
川D80393 川D95725 川D63657 云PN1968
川D30067 川D90199 川D55517 川F0539Q
川D35643 川D82798 云P13115 川DD2420
川D51430 川D89702 云P85057 川D97727
川D74059 川D34810 川D34731 云P11163
川D34863 川D83181 云PA9986 川D18229
川D01228 川DD5145 川D37243 川D85612
川D76498 川D43222 川D88012 川D39966
川D31735 川D59814 川D89063 川D52996
川D49795 川D23292 川DC9703 川D23948
川D52612 川DB4422 川DD1830 川DD3874
川D93058 川D47239 川D87816 川D55977
川D19319 川D59666 川DD4445 川D70750
川D36300 川D81520 川WFA894 云P15855
川DZ5781 云NH3296 川DD3321 川D59773
川D52523 川D59644 川DD2519 川DE7691
川D01528 云PC8626 川D71750 川DD3577
川DA6714 川MQ0526 云EEA156 云P75815
川D59434 川D89298 云PP1171 云PD8650

川WGA957 川D72078 川DC8019 川D63949
川D82587 川D55502 云EJ6500 川D72489
川D78776 川D80114 川D88808 川DD2880
无牌二轮摩托车83辆
无牌三轮摩托车12辆
无牌轻便摩托车32辆
备注：摩托车一共 219 辆，有牌二轮摩托车共 92 辆，无

牌二轮摩托车 83 辆，无牌三轮摩托车 12 辆，无牌轻便摩托
车32辆。

二、小型汽车
川DFB816 川DFB306 川DCP532 川DFB360
川DCR665 云P14472 川DCE291 川DE5763
川DDR511 鲁DS975R 川DEL933 粤DN7800
川D76531 川DAL729 云M38480 川DKZ189
川D16148 川D11E00 川DC9120 川A35L15
云P17047 川DCU526 川DDR225 川DF5209
川DDH337 川DEK136 川DDY862 云E46235
川DCH683
无牌小型汽车5辆
备注：小型汽车一共34辆，有牌小型汽车29辆，无牌小

型汽车5辆。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交警大队罚没物资（赃物、无主物资）交接清册

因攀枝花至大理（四川境）高速公路应急抢险
施工，定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开始施工。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应急抢险施工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5 日 21:
00 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 8:00；期 间 每 日 21:00
至次日 8:00 封闭。

抢修时段内 G4216（丽攀高速）至攀枝花南
方向全线封闭，攀枝花南至 G4216（丽攀高速）

方向正常通行。
特此公告

四川攀大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六支队七

大队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六

支队
2021年1月13日

攀枝花至大理（四川境）高速公路
应急抢险施工通告

尊敬的自来水用户：

因市政管网抢修，密地水厂将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 23：00 至 1 月 15 日 7:00 对高层、医院家属

区、子合苑、新亚街、新南巷、矿业公司机关、青年

路片区、葡萄沟片区、四合院片区、二公司片区、锦

华苑、风华苑、选矿家属区高区、机电家属区等片

区居民，以及十五中、十小、密地外国语学校下校

区、攀钢一幼、医院、矿业公司、动力厂、机制公司

滑导厂、选矿学校、金联御都、攀枝花六社、兴隆花

园等单位停止供水。

请各位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并相互转告！停水

期间，敬请关闭家中水龙头，以免给您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各用水单位请关注与重视本单位的消防管

理工作。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供水24小时服务热线：6666665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停水通知

本报讯（胡毅 特约通讯员 王
文锋）1 月 7 日上午，攀钢召开治理亏
损企业专项行动启动会，发布了《攀钢
治理亏损企业专项行动方案》，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面落
实《鞍钢集团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2年）》和治理亏损企业专

项工作部署，坚决打赢亏损企业治理
攻坚战，推动攀钢高质量发展。

攀钢要求各相关单位和部门把治
理亏损企业专项行动作为今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按照“全面治理、突出重点、
分级分类、有进有退”的总体要求，细
化落实“一企一策”治理方案，明确目

标、责任、措施和进度时间节点，不折
不扣地抓好落实。着力锻长板、补短
板，坚决止住“出血点”，消灭亏损源；
强化协同，形成治理整体合力。攀钢
将亏损企业治理任务指标纳入领导班
子及成员年度绩效考核，以契约化手
段强力推动，确保治亏工作取得实效。

攀钢各子企业主要领导是落实治
理任务的第一责任人，要强化责任担
当，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
自检查，以“严细实”的工作作风确保各
项治理措施落实落地；要层层分解任
务、传递压力、落实责任，凝聚全员力
量，确保按期完成治亏目标任务。

本报讯（胡毅 特约通讯员 王
文锋）近日，攀钢与部分子企业签订
2021年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抓紧抓
实抓细安全环保工作，推进攀钢高质
量发展。

进入 2021 年，攀钢牢固树立“安

全+”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
求企业各级管理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切
实履行“一岗双责”，把安全生产工作有
效融入生产、技改等各项工作中，引导
全员深入践行“安全+”理念，自觉养成
安全习惯；狠抓源头治理，严格建设项
目“三同时”，扎实抓好风险评估、隐患
排查治理和“三个必须”要求落实，全方
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持续强化相关方

“一体化”安全管理，建立完善分类协作

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严格落实评估
和退出机制；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提升设备本质化安全水平；全方位加强
作业过程风险防控，铁腕治理“三违”，
强化正向激励，提升全员安全意识、防
护技能和履职履责能力水平；严查安全
事故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坚决破除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

同时，攀钢深入实施环境提升规
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环
境风险管控，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污染
防治，将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纳入主体
设备一体化管控，确保依法合规经营；
对标学习先进企业超低排放改造、环保
成本管控、绿色工厂建设等经验，提升
环保工作水平；深入开展大气污染、废
水减量、固废治理等新工艺技术研究，
提升污染防治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新征程新攀钢

止住“出血点”，消灭“亏损源”

攀钢启动治理亏损企业专项行动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责任担当

攀钢确定2021年安全环保工作主基调

2020年12月30日13时，攀钢钒提
钒炼钢厂1号方坯连铸机完成技改后
投入生产，这标志着这台自 2003 年投
产以来，平均每年为下工序生产130万
吨以上连铸坯的“功勋铸机”迎来“新
生”。

图为该厂职工和施工方人员在观
察连铸机生产情况。

（特约通讯员 杨蕊华 摄）

本报讯（周伟 特约通讯员 陈
星宇）为确保新的一年开好头、起好
步，近日，华荣能源花山矿对1月份重
点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全矿干部职工
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信心，把“吃好
饭”的意识和愿望转化为干好工作的
源动力，全力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该矿要求，各单位要树立风险意
识和岗位责任意识，高质量开好班前
会，强化现场管理，加强作业过程监
控，抓好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强化“手指口述”和安全确认
法在现场的执行力，确保规程措施在
现场落实到位；要贯彻落实好川煤集

团关于规范作业人员站位规定的文件
精神，引导职工养成良好的作业行为
习惯，以端正的作业态度和行为树立
企业良好形象；要持续推进“一优三减
三提升”，坚持贯彻“生产无序就是事
故”的理念，强化治灾，积极推进强掘
补欠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实现动
态达标；要做好生产准备工作，进一步
优化劳动组织，确保人尽其才，积极做
好工作面施工设计及撤除工作，为后
续施工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要从
抓好正规循环、保证电气设备检修质
量等方面加强生产管理，做好春季防
火工作，确保用电安全。

本报讯（刘成渝 报道）2020年，
攀钢钒能动分公司狠抓节能减排，做
大 二 次 能 源 发 电 ，全 年 累 计 发 电
15.7044亿度，创历史最好成绩。

该公司面对环保排放提出的更
高要求，确立以达标排放为前提的生
产管控模式，狠抓二次能源回收，全
力做大二次能源发电量。2020 年
初，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制
定特殊管控方案，做到节日不休息、
疫情不停工，建成 30MW 发电机组，
实现低压饱和蒸汽和烧结干熄焦蒸
汽发电；利用4#、5#提钒转炉改造机
会推进转煤回收改造，实现提钒转炉
煤气首次回收，年回收能力达 32 万
吉焦；集中力量精心组织 20 万立方
米煤气柜大修，提前 15 天完成检修

任务，多回收高炉煤气3500吉焦；抓
好煤气平衡，精心组织生产，及时掌
握集团公司各厂矿生产检修情况，科
学调整机组运行，降低煤气放散，做
大二次能源回收，为多发电创造条
件；狠抓高炉煤气除尘及 TRT 系统
运行管控，重点抓好散热器差压、布
袋差压、TRT 发电量等重点参数管
理；将发电指标逐级分解，明确每台
机组每天每小时发电目标，做到每天
有通报、每天有分析；加强形势任务
宣传教育，开展多回收二次能源多发
电专项劳动竞赛，凝聚力量，激发活
力。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
全年二次能源累计发电15.7亿度，比
2019 年多发电 7749 万度，创历史最
好成绩。

□肖凤梅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
经营的影响，攀钢钒冷轧厂工会采取系列
措施激励职工，全力打造一流家电用钢生
产基地，为生产经营总体保持平稳，各项
任务目标取得新进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劳动竞赛助力生产

该厂工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精心
策划“提升酸轧机组生产效率”“提高涂
镀产品产量质量”等多项劳动竞赛，充
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助
力精品钢生产。2020年，该厂产品I组
品率、成材率、合同兑现率均完成公司
考核目标；按计划开发多个新品钢，效
益产品总量达67.8万吨。

该厂工会定期对竞赛情况进行检
查落实，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搭建
多层次的职工创新创效平台，发挥职工
技能大师工作室和职工自主创新小组
的作用，充分激发职工的创新热情，促
进各项指标不断优化。

竞赛中，该厂各作业区积极行动，迅
速分解落实竞赛活动方案，紧紧围绕影
响生产、质量、成本的突出问题，制订出
科学、合理、详细的实施方案，确保优质
高产。同时，通过完善劳动竞赛组织、表
彰机制，实施劳动竞赛绩效评估，激励职
工焕发激情，形成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
格局，为助力精品钢生产作贡献。

“金点子”变成“金钥匙”

2020年，该厂工会把发明创造、降
本增效作为“金点子”活动的立足点，建
立相应的奖励机制，使全员创新的末梢
神经进一步延伸到班组、岗位，不但清除
了困扰企业的“绊脚石”，为企业产生了
实实在在的效益，也激发了企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职工们查问题、提建议的氛

围蔚然成风，“解决问题我受益，创效降
本我光荣”成为该厂最鲜明的主旋律。

酸洗乙班跟踪优化活套参数，在带
钢进入入口活套时，由自动减速过渡到
手动减速，使“停车斑”缺陷减少到了2
次/班；点检作业区利用换下的旧液压缸
修复改造了15座罩式炉炉台，节约备件
费用近20万元；镀锌作业区区域工程师
黎志文深入研究镀锌产品锌层厚度，提
出了“优化气刀控制工艺、严格控制锌耗
偏差”的建议，通过对2号镀锌新气刀工
艺优化，确保锌耗偏差降低了0.73%。

“我们积极推进金点子的转化和实
施，让智慧‘金点子’成为创效‘金钥匙’。”
该厂工会有关负责人说，围绕生产建设
中的工艺技术、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
质量等内容集思广益、问计于民的效果

已经初步显现，部分项目具有很高的实
施价值。

文体活动激发正能量

为展现职工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
精神风貌，为企业的发展建设凝心聚
力，该厂工会根据集团公司文体活动计
划安排，以职工健身为着力点，以普遍
参与为重点，适时开展趣味体育、征文、
书画摄影、观影、徒步以及各类球赛等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仅丰富了职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提升了职工的团队
意识，培育了团队合作精神。

“各类文体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健
康向上的氛围，使职工在工作之余愉悦
身心，能够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到高
质量发展的工作中。”该厂工会干事说。

助力打造一流家电用钢生产基地
———攀钢钒冷轧厂工会2020年工作综述

华荣能源花山矿

转观念树信心 力保安全生产

攀钢钒能动分公司

去年二次能源发电创历史最好成绩

“功勋铸机”迎“新生”

本报讯（何俊 报道）2020年，攀
钢钒炼铁厂累计完成生铁产量638万
吨，超计划进度 18 万吨，创投产以来
年生铁产量最好水平。

去年，该厂烧结工序严格按照
“厚铺慢转”的操作方针，通过加强漏
风治理，适当提高烧结机料层厚度和
烧结机运行速度，充分发挥现有设备
产能；炼焦工序积极研究混合煤气的
加热制度，合理设定热工参数，稳定
炭化室的结焦时间，抓好装煤量控
制，全力以赴降低丢炉数；外围工序
加大与相关部门联系，掌握火车运煤
每天发车、到达等信息，强化设备点
检定修等攻关活动，为高炉稳产高产

创造良好的条件。
围绕均衡稳定生产，该厂高炉工

序深化“一炉一策”操作管理思路，研
究提升一期高炉冶炼强度和运行水
平，不断优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4号
高炉针对冶炼强度提高，不断强化热
风系统的管控，提高抗风险能力；新3
号高炉积极探索炉龄末期的操作维护
新举措，提高操作预判水平，保持高炉
长期稳定顺行。据统计，2020 年，该
厂单座高炉的月生铁产量、利用系数
等指标不断超越，特别是 4 号高炉连
续两个月利用系数刷新攀钢高炉最高
纪录，为该厂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夯实了基础。

攀钢钒炼铁厂

2020年生铁产量创纪录

攀枝花市剑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拟向攀枝花市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登记，将注册资本从57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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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持说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
报债权。

联 系 人：付宇
联系电话：13698212222

攀枝花市剑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