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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玉双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07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7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玉双路52号附6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长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8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10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0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长寿路4号1栋1层2号、3号、4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车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8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08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驷马桥三路287号、289号、291号、
293号、295号、297号、299号1层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36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09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4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段36号附8、9、10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2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西医院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8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67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国学巷37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东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50
许可证流水号：0071685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1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灌口街办都江堰大道131号、133号、135
号、137号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0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2013年10月，山东港口青岛港组建以张连钢为组长的自动
化码头项目组。面对国外技术封锁，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一条海
岸线和一片待平整的土地……

2020年12月，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在“德翔普南”轮
作业中，创出47.6自然箱／小时的桥吊单机作业效率，第六次刷
新自动化码头桥吊单机效率世界纪录。

他们，是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全自动化码头代表港口集装箱装卸的高端形态，中国在世

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占据七席，但在自动化码头榜单上却寂
寂无闻，因为自动化码头设施及核心技术长期被西方国家
垄断。

青岛港在2013年决定建设自动化码头，而重任就交给了青岛
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连钢——一名有30多年码头管
理、设备管理和科技创新经验的老港口人。

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张连钢带领团队成员先后奔赴荷兰、英
国、德国、西班牙“取经”，但国外同行却连捂带盖，技术壁垒让项目
组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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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时间突破技术封锁、“从无到优”
高标准建成自动化码头，山东港口集团青岛
港连钢创新团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让我们看
到，自主创新拼的就是一口气。

这是一口不甘落后的气。建设海洋强国
必然要建设先进的港口设施，而我国在自动
化码头建设上曾处于一片空白，需要人勇挑
重担。连钢创新团队接过这一使命，不负众
望，建成中国人自己的自动化码头，成为行业
英雄。当前，我国还有很多领域处于落后状
态，仍需要千千万万个“连钢创新团队”挺起
担当有为的脊梁。

这是一口自力更生的气。核心技术买不
来、等不到，我国一些关键产业近年遇到的瓶
颈已充分说明，自己动手才不受制于人。如果
没有连钢创新团队咬紧牙关自主创新，把核心

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会有青岛港自
动化码头走向全球领先。各行业“卡脖子”技术
的突破，需要各行各业不懈奋斗、勇攀高峰。

这是一口敢为人先的气。创新有风险要
承担、遇难题要破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连
钢创新团队的成员全部是港口建设和运营一
线平凡工作者，没有技术支持、没有经验借
鉴，他们正是凭着一股冲劲，最终建成世界一
流的自动化码头。

回顾历史，我国“两弹一星”等很多项目
被称为“争气项目”，前辈们在筚路蓝缕的局
面下艰苦创业，一举改变落后局面。时移世
易，不甘落后、自力更生、敢为人先仍然是实
现自主创新的关键前提。

拼的就是一口气！
（新华社济南12月29日电）

创新拼的就是一口气
陈 灏

近日，寒潮来袭，很多地方大幅降
温，电力供应是否会出现紧张局面？清
洁取暖进展情况如何？怎样保障群众
温暖过冬？围绕当前能源保供热点问
题，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黄学农29
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黄学农表示，受寒潮天气和经济增
长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湖南、江西两
省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据统计，截至12
月28日，湖南、江西当月累计用电量分
别同比增长17.2％、19.07％，为6年来
同期最高。

“针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情
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及时
组织各地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切实做
好电力供应保障，特别是做好低温雨雪
冰冻等极端天气下的应急保供方案，确
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黄学农说，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重点采取四方
面举措。

一是充分发挥大电网平台作用，挖
掘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送电潜力，确保省

间余缺互济。湖南、江西最大外受电能
力分别为600万千瓦、260万千瓦，目
前已充分发挥。

二是督促各地做好有序用电预案，
在确保民生领域和居民用电不受影响
的前提下，全面做好用户排查，提前告
知供电风险预警，确保用户提前做好应
对工作和生产安排。

三是做好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提高
重点区域和重点电厂存煤水平，确保不
出现缺煤停机。截至12月28日，全国
统调电厂电煤库存达1.32亿吨，可用天
数为17天，处于高位水平。其中，湖南
电煤库存336.9万吨，可用25天；江西
电煤库存248.7万吨，可用16天。

四是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现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
解决。建立日报、旬报等机制，会同各
地有关部门、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
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密切跟踪最新情
况，研判形势，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黄学农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着重推进各地因地制宜选择
清洁取暖方式，合理降低清洁取暖成
本，努力保障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
得好”。今年采暖季开始时，根据对东
北地区取暖用煤可能紧张的研判，提
前谋划，提前部署，采取扩煤源、抓运
力、增储备、定预案等措施，有效保障
了现在东北地区清洁取暖的平稳
运行。

截至目前，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
到约65％，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清洁取暖率达80％以上。

“我们密切关注近期寒潮降温等天
气变化，高度重视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
天气对群众温暖过冬的影响。为此，我
们建立了清洁取暖日报、旬报机制，及
时发现汇总群众反映的问题，发现一
起，协调解决一起。对于因未落实有关
政策规定导致群众取暖出现问题的，一
经发现，立即查处。”黄学农说。

文/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寒潮来袭，煤电气够用吗？
——国家能源局回应当前能源保供热点

本报北京12月29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这是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第一份以监管为主
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文件。在 29 日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
表示，我国将实现对养老服务机构全流程、全链
条、全方位监管，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资金、管设
施，牢牢守住质量和安全底线。

“监管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了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以提高
养老服务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晓兵表示，《意
见》的出台，强化了养老服务监管，完善了一手抓扶
持发展、一手抓监督管理，丰富了养老服务体系内
涵，健全了养老服务在制度体系上的“四梁八柱”。

高晓兵介绍，养老服务监管不是靠一个部门
单打独斗就能够完成的，《意见》在明确部门职责
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行业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
门的协同协作，打破了过去的条块分割，形成了相
互配合的综合监管机制。

此外，《意见》还提出一系列创新监管举措。
比如，在养老机构公共场所，包括出入口、接待大
厅、楼道、食堂等区域要求安装视频监控；对养老
服务机构存在安全隐患的，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
应措施；加强信用监管，推行“互联网+监管”等。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民政部养老服务
司司长俞建良表示，从2018年底取消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以后，养老机构数量、养老床位数以及老年人消
费方面都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同时也应看到，养老
服务业毕竟发展时间短，在监管上还存在滞后。

“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安全是机构的生命
线。”俞建良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制定抽查检查
计划，全面摸清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安全状
况。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列出整改清单，对整改
不合格的要依法责令停业整顿。同时，要加强相
关部门信息共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
高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

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很
重要。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负责人陈洪俊表
示，围绕养老服务标准化、食品安全监管、价格监
管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建立健全养老服务
新型标准体系，截至目前，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

案件4976件，罚没金额3.47亿元。下一步，市场
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健全
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及时查处养老服
务机构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不按规定
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负责人
杨宏毅说，按照《意见》要求，住建部将依据现行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加强养老服务设
施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参建各方完善质
量安全保障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
范质量安全行为，提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保证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国将对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全流程监管

12月27日，“连钢创新团队”成员在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远程
监控室研究如何改进设备运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国外同行只给连钢团队一条路：买，而且
开出了天价！

这样的方案被张连钢否了，不仅仅是因
为成本太高、周期太长，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的核心技术不向青岛港开放，码头投产
后青岛港无法根据自身生产实际优化系统。

“每个港口特点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照
抄。”张连钢说，“我们要根据青岛港口实际、
货源结构、码头流程、操作习惯等，建中国人
自己的自动化码头。”

设计之初，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无经验、无
资料、无外援的“三无”状况。“码头要用什么设
备、怎么布局、怎么控制运转、运行后有什么问
题，我们统统没概念，所有细节都要一一设
计。”连钢创新团队成员李永翠说。

在“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中摸
爬滚打，自动化码头轮廓在连钢团队的图纸
上一点一点成型。仅仅是出入集装箱卡车的
闸口，他们就设计了40多稿方案，有时已敲
定方案，因为一个细节调整，所有数据都要重
新核算。

一个个通宵达旦，一次次推倒重来，连钢
团队仅用15个月就完成了码头的设计方案，
这项工作在国外至少需要三年。

在码头建造和设备研发上，连钢创新团
队同样是从零起步，而且要做到比国外自动
化码头更好。以自动导引车（AGV）为例，连

钢创新团队打破全球通用的铅酸电池技术垄
断，研发了基于钛酸锂电池的小容量、长寿
命、高功率的动力系统和循环充电模式，
AGV电池重量从13吨减为2吨，寿命从2年
延长为10年。

2017年5月11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开
港运营，在“中远法国”轮作业中，桥吊单机效
率达26.1自然箱／小时。国外自动化码头的
桥吊单机效率要达到25自然箱／小时，至少
要开港1年以上。

此后，连钢创新团队不断完善码头系统
功能和作业流程，提升作业效率。2017年
12月3日，在“以星芝加哥”轮作业中，他们
一举创出单机效率39.6自然箱／小时的新
纪录，标志着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单机效率全
面超越人工码头。

今年12月17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在
“德翔普南”轮作业中，创出桥吊单机作业效
率47.6自然箱／小时，第六次刷新自动化码
头桥吊单机效率世界纪录。

文/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据新华社青岛12月29日电）

七部门印发通知要求

确保“智能时代”老年人交通出行

本报讯 入冬最强寒潮来袭，各地纷纷行动
起来，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保障煤电油气供应以及
农业、交通等行业平稳运行。

走进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塔山煤矿，井下智能
化综采工作正加紧生产，井上集运站车皮装运热
火朝天。晋能控股煤业集团运销总公司副总经理
尹晓滨告诉记者，所有矿井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都将最大限度释放先进产能。同时，集团铁路运
营公司根据气象台发布预警，提前预判，执行带班
及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排查电热煤运
输线路。在山西省政府的支持下，山西各煤企都
紧急出台相关措施，最大限度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保障全国煤炭稳定可靠供应和能源安全，优先供
应库存告急电厂。

12月29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鲜农万亩设施农业产业园区里，农民们正冒
着严寒加覆棚膜，加盖草苫，以减少寒潮天气带来
的损害。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降温
明显，多地气温下降8℃以上。为此，自治区各级
农牧部门结合农牧业生产情况，及时发布天气预
警预报信息，组织农牧系统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
基层一线，加强对农牧民生产指导，确保农牧业生
产安全。提前加固棚膜棚架、畜禽圈舍，加厚覆盖
物，配备人工增温设施，增强保温抗寒能力。落实
幼仔畜禽保育、饮水设施防冻及饲草料储备调运
措施，指导养殖户适当增加能量饲料配比，提高畜
禽抗寒能力。

面对寒潮来袭，上海市铁路、港口、道路交通
等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应对寒潮，确保交通运
输安全有序。上海铁路局上海工务段承担京沪高
铁、沪宁城际、沪杭高铁等6条干线铁路维护任
务。该段提前开展对无缝线路的全面排查，对道
岔尖轨、翼轨等脆弱部位加强预防性探伤检测，发
现受损情况及时处置。上海港港口中控部门正密
切注意气象预报，及时调整船舶装卸进度，将现场

船舶落实缆绳加带等防风措施。上海道路养护行
业各道路管养单位针对每条道路制定“一路一预
案”，上海全市道路养护行业已经开启24小时轮
岗值班模式。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12月27日发布了低
温雨雪冰冻灾害蓝色预警，29日已加强电力设备
特巡特维，提前预防低温凝冻等自然灾害对电网
和线路带来的影响，重点加强覆冰监测和融冰等
设备运维工作，备足应急抢修人员和物资，有序开

展防冰抗冰工作。据了解，广东电网公司组建了
融冰工作小组，用直流融冰等先进手段减缓覆冰
速度，确保线路覆冰后设备装置可正常使用。此
外，他们还做好预案，在冰冻灾害发生时，将采用
转供电、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等多种手段，保障极
端条件下的社会用电，确保铁路、公路等重要场所
的用电安全。

（参与采写：本报记者 梁 婧 余 健 李
治国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各 地 积 极 行 动 迎 战 寒 潮

本报北京12月29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近
日，交通运输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
航空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七部门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
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交通运
输领域便利老年人出行服务的政策措施，确保“智
能时代”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便利。

在交通运输领域“健康码”查验服务方面，《通
知》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除汽车客
运站、客运码头、民用运输机场和出入境口岸等特

殊场所外，一般不用查验“健康码”。确需查验“健
康码”的，应优化亲友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务；
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客运场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
设立无“健康码”通道。

在出行支付方面，《通知》要求，各地客运场站
推进移动支付、电子客票、扫码乘车的同时，要保
留现金、纸质票据、凭证和证件的使用；加快推进
地级及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和便捷应
用，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社会保障卡增加交通出
行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进老年人凭身份证、
老年卡、社保卡等证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12月28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久昌果玩园的果农在对草莓、小番茄等作物进行管护。为了
应对寒潮，双林镇加强农技服务力度，指导农户开展农作物冬季管护，确保农作物安全越冬。

张 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