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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晓慧）今年

1—10月，在国内外钢产量同比

回落缩减情况下，中钢集团邢台

机械轧辊有限公司（简称中钢邢

机）轧辊产品市场订单总量同比

提升近20%，其中，冷热连轧支

承辊、热轧全线高速钢产品、冷

轧系列产品等一大批“科创版”

高端产品占比大幅提升，快速成

长为“热门明星产品”。作为全

球轧辊旗舰的中钢邢机靠科技

领航、创新赋能，坚持“四个面

向”，瞄准“卡脖子”课题，调产品

结构、调市场结构，创出了高质

量发展的靓丽业绩单。

中钢邢机作为世界轧辊行

业领军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

“国家队”，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始终坚

持新发展理念，积极发挥科技创

新主体作用，全面对标“四个面

向”，依托国家轧辊研究所、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轧辊复合

材料重点实验室“3C”国家轧辊

科研平台，紧盯国际钢铁、有色

轧制技术发展前沿，围绕国家基

础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术、

材料非传统制备科学技术战略

方向等，向技术突破性强、填补

市场空白、替代进口的高端特色

轧辊产品“亮剑”，形成了ESP、

MCCR及超薄带专用辊、不锈钢

轧线和轨梁轧线高速钢轧辊等

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端轧辊新品、迭代品，实物质量、

性能指标、使用效果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公司拥有和正在申

报的国家专利达569项，其中发

明专利310项，超过了世界其他

轧辊企业专利数量的总和，为助

推冶金装备和钢铁行业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加快融入和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

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在全球钢

铁巨头——中国宝武近日召开

的首届供应商大会暨绿色智慧

供应链论坛上，中钢邢机从近

7000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获

评“中国宝武优秀供应链合作伙

伴奖”。

连日来，中钢邢机市场开发

捷报频传，宝钢、武钢、马钢、新疆

八一钢、河钢、沙钢、日钢等多家

钢铁企业分别就TC100、SPR平

整辊、半高速钢中间辊、粗轧高速

钢、新一代中厚板工作辊等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与中钢邢

机签订合同。中钢邢机技术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科技领航、创

新赋能，企业调结构调出了高质

量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将继续

聚焦“四个面向”，针对短流程近

终形轧制、双金属电渣复合、恒辊

型轧制等课题开展科研攻关，全

力解决制约轧辊行业和钢铁工业

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

问题，为国家钢铁工业短流程、

低碳绿色轧制技术以及航空航

天、新能源汽车等高强轻质材料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钢邢机调结构调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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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河钢唐钢冷轧事业部销售服务中

心质量代表正在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基地现场

检验唐钢产品冲压成型后表面质量。

今年以来，该事业部坚决落实公司“三防”“三

严”总要求，在要求驻厂人员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全程高效技术服务，全力确保唐钢产品质量

稳定及客户生产经营顺利开展。截至目前，该部今

年已累计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18次，驻场服务共

计196天。 陈隆基 孙宁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志云）今
年下半年以来，开滦集团钱家营

矿业公司充分运用“一把预算钥

匙、一项科学管控制度、一个智

能化减人手段”这三把“金钥

匙”，严格把控成本支出关口、成

本支出过程，为公司综合经济效

益的提档升级奠定了基础。

该公司精准运用预算钥匙,

不断强化经营管理工作的主动

性、及时性，在履行年度计划的

同时随着客观变化灵活调整月

份预算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成本

管理组作用，对公司、线、区队、

班组进行科学预算，并配套经济

运行方案、工资分配办法、单项

奖励办法以及各线管控措施，形

成全公司系统的预算绩效运行

管理和考核体系，保证各项指标

管控到位，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为持久发挥科学管控钥匙

的功效，该公司围绕物资周转、

井上井下闲置物资的利用率，统

一建立台账，实施物资小循环，

最大限度减少物资浪费；积极开

展经营联查，加大回收修旧力

度，组织挑选修理，深入挖掘物

资价值。尤其针对大宗材料、关

键设备等管理，建立月度消耗分

析机制，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制

定整改措施，努力控制材料和设

备费用，助力各区科养成精打细

算的好传统，为公司经济效益提

升打下了基础。

该公司充分发挥智能化减

人提效这把金钥匙，10月份，皮

带区给煤机处安装视频监控、满

井报警等设备，提升皮带机运转

环境；选煤厂通过对新型的PLC

控制系统研究与应用，实现压滤

系统智能运行，避免因设备的空

开造成的刮板机、入料泵故障，

有效降低了人工投入、耗电、配

件等方面支出，每年直接创造50

万元的经济效益。

该公司聚焦“顶层设计优

化、生产系统完善、主要装备升

级、关键工艺改进、专业技术革

新、管理创新突破”6大着力点，

实施以“1优、3建、8化、1提”为

主要内容的“1381”计划，将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自动控制、移动互联网、机器人

等装备与现代矿山开采技术深

度融合，强化对经营管理信息进

行采集、分析和处理，实现采煤、

掘进、机电、辅助运输、通防、信

息管控等主要生产管理环节的

智能化运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

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滦集团钱家营矿业公司

“三把金钥匙”打开经济效益升级门

本报讯（通讯员施振
宇）11月3日起，广平县供

电公司积极组织开展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宣传推广活

动，帮助辖区内工商业客

户快速适应电价市场化改

革新变化。

该公司细化工作任

务，严密安排部署政策公

告、宣贯培训、用户走访、

电价核算、购电合同签订

等重点工作。通过微信

群、朋友圈转发、宣传展

板、公众媒体及走访宣传

等方式开展宣传推广，让

用户能够充分了解电价政

策变化情况，确保代理购

电政策精准执行，平稳落

地。同时，详细了解企业

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电力需

求，根据不同企业的生产

性质和不同用电特点，指

导企业合理用电，为后续

全面开展代理购电服务奠

定基础。目前，该公司在

城北工业园区、平固店经

济开发园区等地，开展政

策集中宣传 4 次，上门走

访工商业企业 443 余户，

签订购电合同309户。

广平积极推广代理购电

本报讯（通讯员常玉
伟）近期，魏县供电公司野

胡拐供电所入选国网公司

同期线损管理“百佳进步

供电所”。今年以来，魏县

供电公司持续深化同期线

损管理，加大弱势指标攻

坚力度，线损指标取得显

著成效。

加强专业协同管理。

线损管理职能部门协同配

合，明确管理职责，细化工

作流程，完善考核细则；建

立微信工作群等有效沟通

渠 道 ，促 进 信 息 及 时 共

享。严抓线损过程管控。

常态开展“日监测、日处

理、周通报、月考核”的线

损管理机制。精准治理，

靶向管控。坚持目标导

向、责任导向，构建公司、

供电所、班组三级联动，细

化分解至每个岗位，建立

计量采集异常、数据档案

异常、模型配置异常、疑似

客户窃电四类对比模型，

实现线损数据综合检测，

为供电所提供有效技术支

撑；充分发挥先进供电所

线损管理的先进做法，建

立线损弱势指标帮扶体

系，提升整体指标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张
金军）近日，邯郸邯山区

交运局公路站组织人力

机械对全区所辖干线公

路两侧林带、边沟内的

杂物进行清理整治。

此次整治工作重点

包括邯大线、新临线（原

茶柳线）、邯临快速路等

7条干线公路，重点围绕

干线公路两侧边沟、林

带内的枯枝杂草，落叶

死树等一切可燃物开

展。截至目前，新临线

两侧林带杂物基本清理

完成，边沟杂物清理正

在进行中，东309线、邯

大线、邯临快速路、南

107线、人民路东延、青

兰高速西连接线等正在

紧张进行，此次整治工

作共动用人工500余人

次，秸秆粉碎机、旋耕

机、勾机等各类机械60

余个台班，清理面积50

余万平方米。
魏县供电强化线损管理

邯郸邯山区交运局公路站
整治公路林带

债务企业名称：张家口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张家口市
债权总额：2504.66万元（截至2021年8月31日）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拥有的张家口市通用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21年 8月 31日，该户债
权本金1982.66 万元，收购利息226.12 万元，孳生息 281.05
万元，代垫费用 14.83 万元，即本次实际处置债权总额
2504.66万元。

企业情况：张家口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
年1月21日，法定代表人田俊杰，注册资金201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06720770430，地址：张家口市西
山产业集聚区沈孔路北，经营范围：烟草机械、环保设备、静电
喷涂设备及粉末涂料、玻璃钢防腐设备、工矿设备及配件制造；
烟草机械大修；烟草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安装和修理；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目前该企业处于停止经营状态。
保证情况：张家口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俊杰、张海

燕、王久玲、张学英、邓庆鸿、王长明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抵押情况：张家口百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名下工业用
地120986.67㎡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诉讼情况：已诉讼。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等

方式进行处置。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

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
购买债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具

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
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债权详细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37，0311-89863320
邮政编码：050061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8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张家口市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河北仕邦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21年

12月 10日 9:30时通过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举办拍卖会，对“秦皇
岛澳盾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2021年12月1日-2日
展示地点：标的清单资料展示
咨询电话：0335-3603366 18000333328
公司地点：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349号

海景湾B座606室
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委托人、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
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注明：符合竞买条件的意向人，请交付保证金，
按要求办理其他相关事宜。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
年12月9日11时前（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未尽事宜，以拍卖文件为准。
河北仕邦拍卖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

五实业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石家庄常山纺织
集团第二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合并后，石家庄
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存续，石家庄
常山纺织集团第二实业有限公司解散。合并
前，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
二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合
并后，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仍为12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
的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承继，
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
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晓娜
联系电话：17333452155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29号
吸收合并方：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

业有限公司
被吸收合并方：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二

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

五实业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石家庄常山纺织
集团第四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合并后，石家庄
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存续，石家庄
常山纺织集团第四实业有限公司解散。合并
前，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
四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合
并后，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仍为12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
的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业有限公司承继，
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
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晓娜
联系电话：17333452155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29号
吸收合并方：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五实

业有限公司
被吸收合并方：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第四

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遗失声明
清河县洪顺绒毛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1336000390901，开户银行：中国
农 业 银 行 河 北 省 清 河 县 支 行 ，账 号 ：
50236001040033106，声明作废。

公 告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

由于一些用电客户在我公司办理销户后，其
户头上仍有电费预收款，或缴纳电费后未及时入
账。为减轻用户负担，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现集
中清理销户有预存及不明款项电费的客户金额，
本次公告清理范围为石家庄地区共0.45万户，
用户明细将张贴在所属辖区的供电营业厅中进
行公示。县域用户请到当地营业厅咨询。

请0.45万户客户在登报之日起十天内携带
有效证件、缴费发票或收据到对应的供电营业厅
办理确认手续及退费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各区县咨询电话如下：
裕华区、长安区：66662861
桥西区、新华区：66667233
开发区：66662780
环城服务区：66667911
鹿泉区：87593333
藁城区：88119999
栾城区：69075186
辛集市：83297777
正定县：66712226
赵县：87297248
平山县：69076716
元氏县：69072345
新乐市：69085242
井陉县：69082663
灵寿县：69074336
深泽县：87513022
行唐县：87355352
高邑县：87583110
晋州市：84457333
赞皇县：69073244
无极县：85583458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建设和谐和美能源化工企

业，就是要让幸福花开遍每个角

落，让每一位职工都能享受到企

业发展成果。”这是开滦股份党

委班子的口头禅。三年来，该公

司把和谐企业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员工生产生活环境持

续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提升，书写了一幅绿色发展

的“幸福答卷”。

安全为天
为幸福生活护航
在煤炭企业有句术语，叫“安

全为天”。三年来，开滦股份党委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把打

造本质安全型矿井、保障员工安

全放在首位，强化各级主体责任

落实以及各专业协同配合，积极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全面夯实安全基础，为建设安

全高效矿井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党委加

大科技兴安力度，不断推广新工

艺、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向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生

产方式转变，努力实现“无人则

安、少人则安、少时则安”；组织

“一优三减”等课题攻关，从根本

上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绿色为底
让“幸福沃土”更宜人
“每天路面被洒水车和清

扫车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

交 通 指 示 及 标 识 牌 名 目 俱

全，路两侧宣传牌及宣传栏

焕然一新，各处车辆停放整

齐有序……”提到园区环境面

貌新变化，中润公司员工王永

感慨地说，矿区不仅一尘不染，

而且绿树成林，草坪延绵，简直

就是一个天然“氧吧”。

在积极开展美化矿区的同

时，开滦股份累计投入资金十

几亿元，有序推进上百项环保

治理项目，深推“绿化、亮化、净

化、美化”行动，绿色矿山和绿

色煤化工建设全面提速升级。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

下，开滦股份党委坚持以产业

政策为导向，顺应产业和区域

发展趋势，按照循环经济的科

学发展模式，让产业结构变

“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质

量变“优”。绿色，正在成为开

滦股份转型发展“主色调”。

民生为本
让“幸福指数”再攀升

作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

开滦股份坚持把关心关爱员工

作为稳定员工队伍、凝聚员工

力量的重要抓手，多维度关心

关爱员工，不断提升员工的获

得感、幸福感。

为让员工感受到“家”的温

暖，开滦股份党委冬送温暖，夏

送清凉，秋送助学，生日送礼

物，组织员工免费体检，改善工

作现场、员工宿舍环境等，全心

全意为员工办实事。多维度传

递企业关爱，温暖员工的心，提

高员工幸福指数。

与此同时，作为弘扬“安全

为本”的有效形式，公司及下属

各单位员工健步走、艺术节活

动与生产经营相伴而行，员工

书画摄影作品展、合唱比赛等

艺术之花竞相绽放。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是企业对员工的另

一种关爱。今年开滦股份在岗

员工月人均工资较去年有了较

大幅度增长，大大激发了员工

报效企业的工作热情和干劲。

近日，开滦集团林西

矿业公司为增强青年员工

业务水平，提高青年员工

的学习积极性，制定了科

学严谨的教学计划，以理

论知识为基础，以电子设

备为媒介，以“无纸化”训

练为手段，对青年员工进

行全方位综合培训，为公

司人才培养夯实基础。图

为该公司青年员工进行无

纸化培训。

信明帅 摄

让幸福之花开遍每个角落
——开滦股份推进和谐企业建设

□ 通讯员 刘月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