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卫生类

红 榜
■良品铺子（解放区三维商

业广场南侧）店内病媒生物防制
设施齐全并规范使用，店内空气
良好，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环境
干净整洁。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郭文丽（民生办事

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义兴张祥记烧鸡店（中站

区新义口） 店内环境干净卫生，
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病媒生物防
制设施齐全，使用规范。

责任单位：中站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张忠 波 （府 城 办
事 处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所 所
长）

■旺旺食品店（解放区自力
西街） 店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环境干净整洁，病媒生物防制设
施齐全。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陈英涛（新华办事
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南七北六（解放区新华街
88 号商住楼 97 号一楼北侧） 店
内环境干净，物品摆放整齐有
序，病媒生物防制设施齐全，使
用规范。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陈英涛（新华办事
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百年家和饺子馆（山阳区
新丰一街）病媒生物防制设施齐
全，店内环境干净整洁，物品摆
放整齐，人员工作衣帽整洁，禁
烟标识醒目。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翟惠熙（新城办事

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黑 榜

■和平幼儿园北邻小超市
（山阳区和平东街四号院） 无证
经营。

责任单位：山阳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马宏敏（山阳区市
场监管局局长）

■超越宾馆 （山阳 区 东 焦
作村 222 号附 1 号） 无卫生许
可证。

责任单位：山阳区卫健委
责任人：郭稳世（山阳区卫健

委主任）
■清真马记牛肉丸杂碎（解

放区陶瓷路）无证经营。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马瑞军（解放区市
场监管局局长）

■毛娃小吃店（马村区待王
路车站段路北）餐饮量化分级制
度未公示，店内外卫生脏乱差，

“三防”设施缺失。
责任单位：马村区市场监管

局
责任人：侯翔（待王办事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温馨旅馆（解放区新华中

街西侧北楼5号楼二楼房屋） 无
消毒间，布草间内堆放有杂物，
干净布草无遮挡，大厅及客房均
放置有烟灰缸。

责任单位：解放区卫健委
责任人：孟凡元（解放区卫

生计生监督所监督员）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以下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您所持有的信用卡账户欠款已超过还款期限，

经我行工作人员多次催收，至今仍未还清，我行将采取公告形式对您的欠款进行催
收，请您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七日内，拨打中国农业银行焦作分行信用卡客服电话
（0391） 3278110、3278217，并到农行就近网点偿还所欠全部款项 （具体金额以还款
当日中国农业银行所提供的账务记录为准），否则我行将采取如下措施：

1.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您偿还全部欠款及由此产生的律
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款项；

2.如您的行为涉嫌信用卡恶意透支，我行将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您恶意透

支行为的刑事责任。
为避免诉讼和追究刑事责任给您造成的严重影响，请立即清偿中国农业银行信用

卡欠款，如您已清偿，请无须理会本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提醒您：请根据您的个人偿还能力正确使用信用卡；请珍惜个人信

用，杜绝不良记录。
请于工作时间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391）3278110、3278217（工作时间：周一

至周五8:30—12:00；15:00—1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姓 名 证件号码
吴书忠 4108041969****1016
宋颜宾 4108231981****0031
陈长明 4108231971****7533
郭 慧 4108221985****5039
刘玉来 4108031989****0054
张邦军 4108251990****2512
郭 峰 4108111982****5533
秦佳荣 4108041990****0032
王海全 4108211981****3518
李红军 4108231978****9517
卢宁宁 4108021987****0150
李新英 4108021965****356X
高雪齐 4108231993****0275
冯巍伟 4108231986****0818
陈红光 4108021975****3017
崔全占 4108221971****9753
张黑旦 4108231975****0035
田志刚 4108021978****3511
田笑笑 4108021987****0062
李保朝 4108231979****1350
王杨杨 4108111989****0057
张梁杰 4108021992****0061
王振伟 4108041980****4033
赵海垒 4108211982****2014
邢 杰 4108231990****033X
石东升 4108021983****6736
卫小兵 4108821968****3014
周小振 4108821961****4018
王小萍 4108821977****2522
张涛涛 4108821983****4512
杨述伟 4108821957****0012
张利军 4108821975****8537
马 宁 4108821986****7052
李亚兵 4108821981****0515

姓 名 证件号码
崔 波 4108821986****801X
张雪光 4108821975****3027
邱召伟 4108821988****7018
胡亚飞 4108821977****4078
闪园林 4108221988****2538
廉小海 4108821963****0014
张亚兵 4108241973****1014
付瑶瑶 4108821989****8010
郭文青 4108821967****0527
刘东霞 4108821983****1028
赵亮亮 4108821985****2017
武粉行 4108821965****0047
史建春 4108821987****2514
周 凯 4108821988****1535
丁二伟 4108821990****8899
宋延丰 4108821981****8558
张佳会 4108251974****6519
郑丽芳 4108251980****6540
冯乾坤 4108251984****151X
张小波 4108251981****1017
张经涛 4108251987****6012
郑永乐 4108251978****0032
王小强 4108251976****2011
邓雪锋 4108251989****3516
马消消 4108251987****1612
梁小利 4127021985****3828
张卫峰 4108251985****0512
张卫才 4108251972****7573
冯小兵 4108251982****1559
王年年 4108251983****2010
范露霄 4108251991****1538
吴敬云 4108251970****4620
王红林 4108251969****0514
辛 涛 4108251993****7538

姓 名 证件号码
王全生 4108251955****401X
马卫锋 4108251978****0038
杨双喜 4108251979****2019
杨二奇 4108251985****5533
高海燕 4108251990****756X
赵丹丹 4108251987****402X
冯晓霞 4108251976****1524
毛先锋 4108251983****6513
郑现锋 4108251967****4014
李生亮 4108251960****3535
郑 新 4108251986****7532
张爱青 4108251964****0041
直春霞 4108251977****6029
闫小柯 4108251989****5551
冯炳林 4108251985****1537
林孟喜 4108021970****1515
卢玲玲 4108111985****0102
王军伟 4117271989****7114
任建齐 4108231976****0518
李根喜 4108021951****0519
李 艳 4108111978****5529
刘小华 4108231977****6657
牛广庆 4108021964****2518
李保军 4108021975****3552
苏顺利 4108041990****0035
祝战军 4108231974****7910
李三多 4108231979****8356
杜爱琴 4108021969****1527
朱艳芳 4108021985****0089
尚 凯 4108031990****0013
王雪芹 4108231971****1848
苗 斌 4108241976****6016
刘 芳 4108021982****5524
闫成俊 4105261970****5916

姓 名 证件号码
郭 莉 4101031982****6562
卫秀丽 4108821976****8529
赵国富 4108111971****0517
赵国兵 4108211972****5011
陈 攀 4108041983****4058
杨志国 4108111974****5058
柴银伟 4108811979****8031
毛志勇 4105261977****8230
王永河 4107241973****5015
侯金明 4108111975****1017
闫 雁 4108021983****3523
关建国 4108221977****3016
李建丽 4108211980****2511
王波波 4108821981****6019
史建军 4108211979****3553
白改青 4108021960****0522
李 帅 4108231988****0075
崔金瑞 4108111989****0131
邹自文 4108211987****201X
吉 帅 4108251984****4036
李玉龙 4108111978****5018
郭丽君 4108041959****2029
买建设 4108021967****3034
张长春 4108021973****2017
魏芳芳 4108821985****2044
周华华 4108111982****6023
王永刚 4108231981****0559
顿国强 4108041987****0053
柴海生 4108251971****4517
苏旭旭 4108211992****302X
吴小彬 4108211983****1514
侯成杰 4108211991****0117
刘勇生 4108231966****0013
姜海东 4108041988****0019

姓 名 证件号码
马凯凯 4108211990****0015
聂爱珍 4108211976****3028
范爱清 4109261981****4061
许志超 4108211988****1538
王红梅 4108211975****6549
杨新苹 4108211965****0027
韩菊梅 4108211961****1522
王永杰 4108211992****4534
闫海龙 4108221989****2014
窦争争 4108221993****2016
王小孬 4108111982****9115
卢保才 4108221970****0015
杨 建 4108221971****0025
张忠良 4108221979****1012
梁 凉 4108221980****0517
王战军 4108221980****5013
尚冬冬 4108221986****251X
王山山 4108221985****1534
石永利 4108231976****7937
闫小攀 4108231983****9312
邢增合 4108231976****7510
扈 鹍 4108231985****2438
申东方 4108231980****8954
常江波 4108231983****7519
沈 柯 4108231987****0057
亢长恩 4108231979****661X
邱旭军 4108231981****1815
李 强 4108231981****0030
吴晓静 4108021984****0045
秦小翠 4108231973****0521
郭 源 4108231990****0154
赵 娟 4108231980****9005
李备战 4108231969****931X
孙增辉 4108231971****7950

姓 名 证件号码
王小软 4108231975****6226
李辉辉 4108231984****9334
杨林林 4108231986****0538
常江波 4108231983****7519
秦玉星 4108231977****7531
周小林 4108231975****0030
杨永超 4108231978****7512
乔春光 4108231981****9532
翟战方 4108231965****8691
崔 菲 4108831987****304X
张建立 4108261976****1037
乔玉平 4108261971****3514
孔孟啸 4108261980****2019
范艳芳 4108261972****0042
史前前 4108831986****1015
李兴涛 4108831975****3039
吕胜利 4108261978****4019
李 娜 4108261967****0023
薛孟选 4108821990****8018
崔金平 4107031982****2018
刘四清 4108261965****2035
李成顺 4108261954****0031
邢增增 4108261981****3032
刘立申 4108261985****0517
苟成涛 4108261979****0015
薛庆宣 4108261970****003X
汤胜利 4108261967****0010
田秋生 4108261968****0019
党春丽 4108261979****0065
李晓军 4108831980****0330
杨红军 4108261972****3039
张进龙 4108831987****1519
关德军 4108261970****053X
冯国宏 4108831969****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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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上接第一版）从化学到电化学，从
氟化工到新能源，要求企业以自动化、精
益化和全球化思维，进行智能化改造。李
世江说，这是多氟多拥抱智能化、数字化
的内在动力，也是其转型发展的主旋律。

AI 价值的主角，是工业。李世江
说，数字化能力正从消费端向生产端转
移，作为数字化主战场的工业企业，数字
化变革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是换思维、
变模式，让数据为生产端服务，走在消费
者的前面。

“5+1”朵云，数字化的多
氟多样本

云的应用，是智能化发展的标志之一。
通过云数据收集、分类、归纳、实时

监测、多维传导，实现对大数据的高效使
用。多氟多的数字化转型，沿着标准化、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发
展路径，基于“5+1”朵云，从点到面，
重视数字化能力融合与应用，实施“三智
工程”，让企业真正意义做到软硬结合，
从产品制造向服务输出转变。

何谓“5+1”朵云？“这就是智能研
发设计、智能采购、智能制造、智能物流
和智能市场，再加上企业私有云、公有云
和混合云构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李世
江说，通过智能化改造后的云制造，多氟
多去年实现了氟化铝年产24万吨、六氟

磷酸锂 8000 吨，相比传统生产线综合产
能提升 100%，生产效率提升 30%，能耗
降低40%，质量提升20%。

绿色工艺，引领技术改造。多氟多持
续不断对无水氟化铝工艺进行绿色改造。
从无水氟化铝绿色工艺列入全国20家绿
色产品之一开始，多氟多先后进行了多项
装备改造、梯级余热利用等一系列技术改
造，无水氟化铝产量由原来的 3 万吨/年
提升到6万吨/年。天然气单耗由24立方
米/吨减少到 5 立方米/吨。蒸汽单耗从
0.41吨减少到0.2吨。尾气排放达到“2+
26”城市最低排放标准。

依托自动化基础，进行数字化改造。
通过优化生产线，多氟多实现自动化生
产 ， 依 靠 RMIS、 MES、 EAM、 LIMS、
EMS、HSE等系统，实现生产全过程数字
化。六氟磷酸锂特级品率提升60%，成本
降低20%，人员减少30%。六氟磷酸锂从
原料端着手到产品，通过二维码实现全过
程信息追溯，实现供应链、需求链、智能
制造链的深度融合。

精益管理，推动智能化改造。通过精
益管理，多氟多利用数字化系统，建设数
字孪生智能化工厂。通过精益管理，多氟
多实现生产数字化、可视化，安全、环
保、能源、生产过程数据 100%实时可
视，能源消耗降低 20%，人均劳效提升
50%。

行业优势，催生项目产业化。2018

年投资1.8亿元，多氟多推进高纯晶体六
氟磷酸锂智能化车间项目产业化；2019
年投资 8500 万元，建设氟化工行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平台，用全球化思维整
合行业资源，打造氟化工行业生态体系。

5+1＞6，功能无限放大、效益无限
放大、人才无限发展。敢想才敢做，多氟
多正在干别人不敢想或者没想到的事情。

数字生态，发轫于“三智
工程”

多氟多的智变之路，始于“三智工程”。
多氟多从工厂数字化入手，建立工厂

内部互联互通网络架构，推进企业数字化
设计、智能化制造、工艺流程优化、精益
生产、可视化管理、质量控制和追溯、智
能物流等方面的快速提升，实现公司产品
在设计、工艺、制造、检测、管理、物流
等环节的智能化发展，形成完善的动力电
池智能化车间解决方案，在行业树立智能
化示范标杆并推广应用。

多氟多坚持从氟化工到新能源，实现
数字化转型和运营转型，以“三智工
程”为抓手，落实十个管理要素两会一
层、驾驶舱、OA 平台、供产销等贯穿
三个维度，通过工业技术、管理技术、
信息技术的纵横贯通，提升各产业数字
化水平，最终达到三个高度——产业高
度、思想高度和时代高度，挺起中国民

族工业的脊梁。
数字时代，数据的价值在于“看现

在”“知未来”。李世江说，“看现在”是
能够看到并治理现在的数据；“知未来”
是会挖掘数据价值进行科学预测。多氟多
通过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升级企业全流程
价值链，实现需求链、供应链和智能制造
链的深度融合。

建设数字化能力，是推动企业发展的
核心发动机。通过打造具有多氟多特色的
数字生态，多氟多挖掘和应用数据智能的
连接、共享、安全、管理、科学、工程六
大能力，营造开放、互联、互通的生态，
服务于运营和洞察未来，提升价值创造能
力。

以自动化为基础，形成智能制造的硬
件基础和技术支持，为数字化提供土壤；
以人才生态为重点，形成智才聚集，为数
字化添加养料；以数字化精益管理为手
段，构建智慧企业，为数字化提供实施路
径。李世江说，让一批有智慧的人，在一
个智慧的平台，操作一条条智慧的生产
线，为社会提供智慧服务。

数字经济的要义，在于提高效率、激
活潜能。借助“三智”平台，多氟多和
数字经济有效融合，动力澎湃。站位
新时代，多氟多将秉承“协同共生、
跨越发展”的全产业链思维，与上下
游创新基因相互赋能，拥抱互联网，
拥抱数字化。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旭华）
英国当地时间8月22日上午，在
爱丁堡碳创新中心 （爱丁堡大
学），中国太极功夫文化旅游“一
带一路”万里行活动再播火种，
焦作·爱丁堡文化和旅游交流
合作座谈会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奇
会见爱丁堡市政厅企业及创新主
管詹姆·加洛威，苏格兰—中国
创新技术协会主席张莹，阿什伯
恩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国家环
境研究委员会委员、苏格兰—中
国创新技术协会理事会理事戈
登·麦格雷戈，爱丁堡碳创新中
心主任艾德·克雷格等政府官
员，并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主要围绕太极拳、云
台山及“一赛一节”的宣传推广
和生态农业高科技发展等方面的
合作展开。宫松奇说，“太极圣
地·山水焦作”“世界太极城·中
原养生地”是焦作的品牌形象，

文化旅游是焦作的靓丽名片。云
台山是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太
极拳被誉为人类最好的养生方
式，欢迎爱丁堡的朋友们来焦
作品味山水、习拳养生，体验
焦作文旅之风。同时，温县是
中国北方的小麦之都，真挚希
望能与爱丁堡在农业高科技方
面进行强强合作。爱丁堡与会
者给予了积极响应，表达热切
期盼，希望焦作与爱丁堡能够
加强在文化、旅游、体育、经
贸、农业、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抓住“一带一路”契机，为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双方还就推动两市建立
友好城市进行了探讨。

在座谈会前，当地时间 8 月
21 日下午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太极
功夫文化旅游“一带一路”万里行
（爱丁堡站）活动，展示了太极拳
发源地良好形象，彰显了中国自身
独特的文化自信和软实力。

中国太极功夫文化旅游“一带一路”
万里行活动再播火种

宫松奇会见詹姆·加洛威等
政府官员并座谈

本报讯（记者刘旭）昨日上
午，我市召开九渡水库项目建设
推进会，听取各部门项目推进情
况汇报，分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
梳理、再研究、再部署。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韩明华、副市长武
磊、市政协副主席陈湘出席会议。

被列入国家“十三五”中型
水库建设计划的九渡水库项目，
是我市“四水同治”十项重大
工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有
效缓解沿太行山南麓工业集聚
区工业用水紧张局面，对提高
下游河道防洪能力、改善丹河下

游生态环境等问题能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清
九渡水库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提升政治站位，形成工作合
力，采取有效措施抓好项目建设各
项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构建目
标明确、任务具体的工作责任体
系，形成统筹协调、分级负责、层
层落实、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
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要压实工作责任，实行台账化管
理，严格按照时间节点，确保项目
前期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为项
目落地创造有利条件。

我市召开九渡水库项目建设推进会

迎着风口乘“云”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