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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记者 王明贵

绝技、绝招、绝活，被称为“三
绝”。陈平，在平凡的机械检修、维修
工作中露出了8项“三绝”。

这 8 项“三绝”分别是：压缩机高
速旋转导致轴失衡问题查找、机械密
封故障分析及处理、动态旋转设备事
故预防；压缩机单表找正、汽轮机汽封
研刮、浮环密封修配活塞式压缩机振
动监测、干气密封锁紧套工具研发改
进。这是水富云天化有限责任公司装
备运维中心劳模（大师）创新工作室负
责人陈平几十年如一日拼搏奉献结出
的硕果。陈平被誉为公司的“装备运
维铁军代表人物”。

多年来，陈平主要从事压缩机故
障诊断及维修、精密机械零件性能改
进 和 维 修 钳 工 技 能 培 训 与 教 学 。
2006年，陈平承担《103-J漏油原因分
析研究及对策》课题攻关项目，查找
并解决了影响合成氨装置最为关键
设备合成气压缩机漏油隐患，避免了
数百万元装置停车导致的直接经济
损失和停车排放的间接经济损失，为
公司每年节约 130 多万元，此攻关课
题成果获 2006 年公司技术创新成果
一等奖。

公司花数百万美元引进合成氨生
产压缩机组投产后，第 6 级轴承温度
高，在多次寻求外国专家都拿不出有
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陈平组织班组

员工成立攻坚团队，大胆在不合理的
设备设计结构上动“手术”，彻底解决
了该问题。此攻关课题的成功，让陈
平带领的攻坚团队获得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质量管理协会授予的“2010年度全国
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

2018年，公司节能增产改造后，合
成1110-JA需要双泵同时运行，机泵运
行时频繁出现共振现象、叶轮断裂。由
于多次倒泵置换会形成介质流失，不仅
降低了工艺生产运行周期，增加检修维
护的频率和费用，同时还违背公司技改
和生产节能降耗方面提出的目标。陈
平静下心接受挑战，扎根检修一线进行
研究改进，经过大量的试验和验证，成
功解决了泵基于扭矩和扭压比偏差率
导致轴断裂的问题，大幅降低设备损
耗，将维修成功率提升至98%，实现了
维修保障率稳步提升。2018年，合成气
压缩机（103-JHP、JLP）出现浮环密封
漏油紧急停车，陈平与同事成立攻关小
组，设计抢修方案，制订抢修计划，对方
案进行推敲论证10余次，连续工作37
个小时，提前7个小时完成任务，为公司
节约资金140万元。

2020年，合成脱碳装置1107-JHT
水力透平，频繁出现机械密封泄漏，检
修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了整个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陈平组织“QC”小组成
员收集资料，与机械密封厂家沟通，利
用特性要因分析图、散布图等，发挥员

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经过努
力，他们攻克了这一难关，此课题获公
司 2020 年度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
奖，“QC”小组团队被评为2021年度云
南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2019年以来，陈平将重心转移至
研发技术工作上，通过研究试验和大
量技术攻关，不断提升检修质量。公
司成立“陈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后，工
作室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培养企
业发展所需的科技、生产、管理人才队
伍，并主要聚焦设备截面剖析研究及
器材教学、新工具开发和日常生产技
术支持，现已申请授权国家专利技术
3项，陈平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的“动
平衡实验室”已获批建设。此外，他主
持研究的课题《机械故障触摸感应诊
断法》，该课题获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职工岗位创新优秀成果“绝招
绝技”一等奖。

同时，陈平带领技术队伍不断开
发新产品，扩展检修维修技术研发系
列，围绕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技术改
造、技术革新、安全生产等主题开展工
作，努力成为高技能、有绝活的“云天
工匠”。到目前为止，工作室团队参与
对外创收项目52项，创收860万元；参
与公司技术创新课题15项，组织岗位
练兵 18次，开发培训教材 32部，提出
技改建议358项。为推广普及先进的
创新理念、技术和工作方法，围绕降低
成本、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技术革新、

安全生产等主题，陈平组织团队开展
技术攻关、技能培训、管理创新、科学
研究、学习交流等活动，重点推广机械
维修的先进技术，攻克了多项技术难
题。陈平撰写的专业技术论文《水平
型无油润滑压缩机振动异常的问题分
析及处理》《合成锅炉给水泵 104-J叶
轮拆卸方法研究》，被国内专业期刊编
发。《合成锅炉给水泵 104-J叶轮拆卸
方法研究》获水富云天化有限责任公
司优秀技术论文奖。陈平负责的课题

《解决合成 1107-JT 透平机封易泄漏
问题》获云南省优秀课题奖；《提高尿
素301-JA单向阀运行周期》获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成果三等奖。陈平
带领的班组获“全国标杆班组”和“云
天化之星”优秀班组。

多年来，陈平在工作中始终坚
持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是水富云天
化有限责任公司各类压缩机的检
修、维修专家，在技术攻关和技能创
新上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带领团队
参加国内行业比赛，获得多项荣誉
称号。2018 年，陈平入选云南省首
席技师。近年来，陈平先后获“云南
省劳动模范”“云南省首届云岭技能
大师”等荣誉称号。

陈平：平凡中露“三绝”

瓜果飘香是金秋的珍贵馈赠，五
谷丰登是“三农”的最美表情。在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
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农民丰收，农业基础稳固，习近
平总书记一直念兹在兹，指出“粮食
安全是‘国之大者’”，强调“稳住农业
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
开新局的‘压舱石’”，要求“坚持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
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特别是，粮食产能稳定
提升，不仅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而且实现了品质持续优
化升级。农业农村现代化驶入“快车
道”，老乡们挑上“金扁担”，不落一人
实现了全面小康。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

头等大事。今年夏粮、早稻实现增
产，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坚实
支撑，为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增
添了充足底气。当前，全国秋粮陆续
进入收获期，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
收，从广袤黑土地到千里大中原，从
垦区农场到农村合作社，从种粮大户
到山里人家，五彩缤纷的丰收景象绘
就一幅动人画卷。今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以“庆丰收 迎盛会”为主题，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庆祝活动，
全面展示丰产丰收的农业、安定祥和
的农村、幸福安康的农民，展现国家
安定团结、经济平稳健康的景象，必
将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守护粮食安全
的共识、提升战胜风险挑战的决心。

古往今来，勤劳的人民，勤奋的
文化，重农的传统，涵养出中华民族
质朴浑厚的民族气质。参与土地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业发展动力；
创办乡镇企业，助力国民经济腾飞；

成立村民委员会，丰富基层民主实践；
打赢脱贫攻坚战，孕育脱贫攻坚精神；
耕耘现代农业，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
要装中国粮……在党的领导下，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中国农
民蕴藏的创造精神不断激发。通过中
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展现新时代农民
群体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风貌，有助于
提升亿万农民的自信心、荣誉感、获得
感，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
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
也是全民的节日。北京举办特色农
产品推介活动，让市民了解、熟悉、认
可农业品牌；成都设立“大国粮仓”科
技馆，全面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成就；
黑龙江举办农民歌会、乡村摄影书
画、丰收诗歌朗诵等活动，展现乡村
味道、田园生活……形式多样的节日
活动，让人们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
图景和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认识到

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有吸引
力的职业、农村是安居乐业的家园，增
进了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社会氛围。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契
机，把更多优质特色产品、乡村美丽风
光、优秀传统文化等推出去，把更多市
场经济意识、适用技术模式、现代生产
要素等引进来，必能汇聚更多智慧、更
强力量，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路子更
宽、劲头更足，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人民勤俭辛劳甚，累进丰收是
逐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自设立以来，
已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的节日符
号、新时代重农强农的生动象征和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鲜活体
现。在这个洋溢喜悦、充满干劲的节
日里，让我们共同为“三农”工作凝心
聚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加油助威，让

“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色
更足，谱写农业强中国强的新篇章！

（转载9月23日《人民日报》）

庆贺丰收 致敬耕耘
李 斌

本报讯（记者 陈允琪）数年心血，终有收获。近
日，由昭通作家吕翼创作的再现乌蒙山区民族精神的长
篇小说《肝胆记》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篇小说《肝胆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
代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乌蒙山区金沙江边战事频繁。失
去父母的乌铁骑马渡过金沙江，因抢鞋而发展到抢人成婚，
与教书先生胡笙结下深仇大恨。后来，两人都参军到了台
儿庄抗日前线。战火中，两人同仇敌忾，由情敌变成了朋
友，且乌铁因救胡笙失去双脚。抗日结束，胡笙秘密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去了陕北。1950年初春，云南解放。胡笙带
领部队进驻乌蒙古城。胡笙为报答乌铁，从上海给他购买了
假肢。在带假肢回去的路上，胡笙壮烈牺牲。乌铁、胡笙等
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国恨家仇前，他们翻爬于命运的悬
崖；析肝刿胆后，他们刃割了人性的龌龊。他们在命运的门
槛前经风历雨，在现实的烈火中千锤百炼……

长篇小说《肝胆记》是一部有着极其鲜明地域特色的
小说，是一曲民族奋斗史和民族团结的颂歌，更是一幅反
映边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坚定
信念、不怕牺牲、为人类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历史画卷。作
品着力抒写胸怀的广阔，努力挖掘人性的善良，全力表达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书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讴歌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这部作品在创作
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局和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昭通市民族宗教事务
局的高度重视，被列为精品工程，出版时在民族宗教政策
等方面为作者提出了较好的修改建议。

长篇小说《肝胆记》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义勤、《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民族
文学》主编石一宁、茅盾文学获奖作家徐则臣联袂推荐，并
由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书法家谢兴华题写书名、
青年插画师程澈配插图。整部作品厚重、别致，印刷精美。

长篇小说《肝胆记》一经出版，便入选文学好书榜8月
榜单、文艺联合书单9月榜单和探照灯好书9月中外小说书
单。文学好书榜是由中国出版协会下属50余家专业文学
出版机构联合推荐产生，每月精选出最新文学好书15本；文
艺联合书单由全国最具影响力的2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联
合发布，每月推送一期，每期30本以内，包括一些来自国外
的翻译作品；探照灯好书由腾讯集团和阅文集团主办，QQ
阅读、微信读书、腾讯新闻协办，每月评出10本中外小说、10
本中外类型小说、15本中外人文社科好书。

西南边地民族团结的颂歌

吕翼长篇小说《肝胆记》出版

◆记者 莫 娟 通讯员 周 灿

有一种绿色，庄严朴素，穿在身
上不是为缤纷美丽而是为担起责任、
保卫国家。金秋 9 月，就读于昭通学
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 级金融数学
班的高海、张启山、曾永金、许靖、康
文正 5人开启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携笔从戎献青春，矢志军营以报
国。应征入伍前，5 名大学生同住于
昭通学院朴苑 2栋 303宿舍。大学期
间，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大家团
结互助、相处愉快，经常会聊一聊生
活中的趣事，也会在一起交流关于学
习以及就业等方面的话题。正是在
这样的频繁交流中，他们有了一个共
同的梦想，那就是应征入伍。2022年
3月，5名同学作出了携笔从戎、应征
入伍的决定。

在每一位成功应征入伍的大学

生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聊到应征入伍的曲折，高海感

慨颇多。2022 年 3月初，他所在的学
院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就业。当老师
问及他的就业情况时，他说：“我决
定应征入伍。作为一名党员，就应
该不忘初心、不负韶华，给学弟学妹
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9 月 14 日，
即将进入军营的高海向他的老师告
别说：“4 年来，感谢党组织的培养教
育，感谢学校和老师的关心，感谢家
人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你们，就不能
成全我参军入伍的梦想。”高海用行
动诠释了一名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征兵政策强引领。很多大学生
在选择应征入伍前，都会问，国家的
征兵政策怎么样？学校和学校所在
地又有什么样的政策呢？与高海同
宿舍的同学最初也是满脸疑惑地向
学院的老师提出相关问题。学院及

时将《征兵工作条例》《昭通学院应征
入伍实务操作 42 问》等征兵政策及
规定印发给他们，并向他们作了详细
解答，除去他们心中的疑虑，坚定他
们应征入伍的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征兵政策对于
大学生来说是越来越优厚，“入伍奖
励”“学费减免”“入伍家庭优惠”“士
兵提干”“就业安置”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
引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学生走到
了应征入伍的行列中。从高海所在
的 2018 级金融数学班来看，56 名同
学中就有 7名同学选择参军入伍。

靶向发力作动员，唤醒学子报
国之志。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学生
应征入伍并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
举的事。2021 年以来，昭通学院数
学与统计学院两次向 2018 级适龄以
及身体条件初步达标的学生作专题

动员，让学生了解征兵政策、应征入
伍条件等。

正是应征入伍专题动员，让很多
同学萌生了应征入伍的想法。当然，
有想法还不行，还需要克服很多的困
难。其中，许靖最初遇到家庭方面的
阻碍，但在他本人及老师多次和家里
人沟通后最终如愿以偿；康文正遇到
就业和当兵两难选择的困惑，之前他
一心计划找工作，对于应征入伍这件
事显得犹豫不决，在老师的综合分析
和帮助下，最终他坚定而顺利地进入
了部队这个“大熔炉”……

人生有了当兵的经历，一辈子都
会感到光荣。在昭通学院同一间宿
舍同时应征入伍的这 5 位大学生的
青春中，将会留下一抹鲜艳的绿色。
同时，他们也为优秀青年大学生携笔
从戎、报效国家作出了示范。

携笔从戎 无悔青春
——昭通学院同宿舍的5名大学生应征入伍侧记

连日来，昭阳区凤凰街道办事处通过召开院坝会、
志愿者上街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加快推进“飞线”整
治，力促居民小区环境改善。 通讯员 李学军 摄

凤凰街道加快推进“飞线”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陆元华）9月 21
日，巧家县组织执法人员在县城青年
路延长线开展户外违规广告牌拆除
行动。

在一栋楼的顶楼上，两块广告牌
长期无人管理，存在安全隐患。较大
的一块约72平方米，较小的一块约60
平方米。由于拆除工程量较大，为确

保拆除时楼下行人的安全，当天，巧家
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拉起
了警戒线，并派专人值守。接着，第三
方拆除人员用大绳将广告牌固定住，以
防掉落伤到路人，再用切割机将广告牌
小块小块切开。经过4个小时的切割、
卸下、清理，两块广告牌被顺利拆除。

今年 8 月以来，巧家县按照上级

部门的要求，对城区及 5 个移民安置
区的户外广告牌开展“拉网式”摸底排
查，并逐一分类登记，共排查户外广告
牌 8184 块。按照“重点突破，循序渐
进，全面提升”的原则，遵循“拆除一
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
采取劝导教育与督促整改结合的方
法，重点对废弃、陈旧破损、杂乱无序、

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进行集中
整治。目前，已督促整改户外广告牌
512块，拆除户外广告牌456块。

下一步，巧家县将进一步加大户
外广告牌巡查力度，对违规设置和存
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发现一处、
拆除一处，为广大市民打造安全、规
范、美观、有序的生活环境。

巧家开展户外违规广告牌拆除行动

本报讯（记者 毛君胜 邓 琳）近日，镇雄县人民法院开
展涉民生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活动，为41名申请执行人
发放农民工工资、工伤赔偿执行款共计370余万元。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发放活动采取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同步进
行，其中，线上发放340万元，线下发放30余万元。

在践行省委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的部署中，镇雄县人
民法院干警到基层征求意见、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正面回应群众执行案件进度。

发放现场，执行干警逐一核对案款台账信息，引导大
家有序办理案款领取手续。发放过程有条不紊，案款发
放准确无误。镇雄县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还叮嘱大家用
好执行款，优先解决生产生活中迫在眉睫的困难，最大限
度发挥执行款的作用。

“感谢法官、感谢镇雄县人民法院！不仅‘打官司’不收
一分钱，还帮我们要回工资。”捧着执行款，讨薪工人胡顺远激
动万分。

【有事要问】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必须是农民吗？
【身边案例】刘某打算联合村民成立一个养殖专

业合作社，为了解决资金、技术等问题，拟引进一家
养殖企业作为成员。但不知道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组成制度。刘某问，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必须是农
民吗？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
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成员总数二十人
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组织成
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因此，农
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除农民外，也可以有企业、事业单
位和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不能超过规定的比例。

昭 通市 司 法 局 审稿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必须是农民吗？

镇雄县人民法院
集中发放执行款370余万元

注销公告
昭通市昭阳区乾元寄售行

（法定代表人：刘丛金；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0602100008775），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1 枚，

特登报作废；所提交的资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请与昭通市

昭阳区乾元寄售行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昭通市昭阳区乾元寄售

行清算组申报债权，过期视为

放弃债权。

特此公告

法定代表人：刘丛金

联系电话：13887016432

昭通市昭阳区乾元寄售行

2022年9月25日

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帮扶镇雄县

脱贫攻坚生猪代养场和立体养殖场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目前《中国烟

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帮扶镇雄

县脱贫攻坚生猪代养场和立体

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

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

进行第二次公示，以征求公众

意见。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链接：

http://www.zx.gov.cn/

contents/36/48040.html

查阅纸质报告：

镇雄县农业农村局（建设

单位）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环评单位）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工程建设涉及的镇雄县场

坝镇、杉树乡、鱼洞乡、林口乡

4 个乡（镇）的社会团体，以及

受工程建设影响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请登录报告书下载网页获

取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

建设单位：

镇雄县农业农村局

邓 成 业 18687097998

2309822101@qq.com

环评单位：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

段堃 18187521052 dust⁃

fum@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自本公示信息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

镇雄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