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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将添一花园式商业中心

“天兆1965”封顶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报道：9月20

日，“天兆1965”举行了隆重的封顶仪
式，活动现场彩旗飘飘，嘉宾云集，气氛
非常热烈。

天兆1965项目 位于咸宁市温泉路
25号老行署地块，是政府“两山一河”重
点工程——香吾山公园的东大门。大量

的退台设计和绿植景观融合，是城市中
心最具特色的花园式商业生活中心。天
兆1965商业总体量约六万方，采用新加
坡风格设计，外立面是时尚大气的玻璃
幕墙，楼顶的垂直绿化配以灯光将和香
吾山融为一体，项目融休闲、娱乐、度假、
餐饮、酒吧等于一体，设有室内私人影

院、星空酒店、温泉会所、美食天街、丽江
风情酒吧、儿童室内乐园、天空泳池等商
业。

此次封顶活动上，天兆置业董事长
张彰为大家讲述了天兆1965名字的由
来及发展历程，同时对社会各界领导及
朋友表示感恩。

封顶仪式上，天兆1965项目运营方
仲量联行湖北分公司董事总经理“Ray-
man曾”向在座嘉宾介绍了仲量联行对
天兆1965整个商业项目的定位和运营管
理。仲量联行方表示，天兆1965将运用
国际商业运营管理手法，结合咸宁当地
市场，做出符合咸宁城市的先进商业体
系，以引领整个咸宁商业潮流。据悉，仲
量联行是世界知名的五大房地产投资管
理及服务公司，为全球80个国家的高端
物业提供服务，2016年代表客户管理和
提供外包服务的物业总面积约4.09亿平
方米。

匠心成佳酿
——来自武汉天龙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的报道

核心提示
黄鹤楼酒业秉承“做真人，酿美酒，

善其身，济天下”的核心价值观，以“向生
产要质量，向质量要口感，向口感要风格，
向风格要不同”为发展目标，在产品质量

和品牌塑造上精益求精，着力打造
中国最受欢迎、最受尊重的

白酒企业。

天上玉液琼浆，人间黄鹤楼酒。
金秋时节，黄鹤楼酒业的“香气”吸引笔

者来到武汉天龙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实地
感受企业的发展变化。

黄鹤楼酒业是“中华老字号”名酒企业，
历史悠久，公元223年，就有“酒醉水淋群臣”

的典故；公元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将酒
进献朝廷，被赐名“天成坊”，寓意“佳酿天成，
国富民强”；1929年，黄鹤楼酒获得国货博览
会一等奖的殊荣；1952年，在“天成坊”的基
础上融合“白康”和“同源”等糟坊成立国营武
汉酒厂；1979年，产量突破1万吨，成为全国
产量最大的酒厂；1984年，第四届全国评酒
会上，获评“中国名酒”称号，同年更名为“武
汉黄鹤楼酒厂”。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该企业作为集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白酒企业，目
前拥有武汉、咸宁、随州三大基地，员工3000

余人，总面积1200余亩。其中，咸宁万吨生
态酿酒基地总投资达5亿元，是集生态型、科
技型、传统酿造为一体的新型酿酒基地。
2016年，黄鹤楼酒与“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
贡酒正式开启战略合作，开创了“中国双名
酒”合作新格局。

黄鹤楼酒业的发展规划是，现阶段着力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项目，将包含黄鹤楼荆楚
酒文化博物馆、楚商博物馆在内的武汉基地
建设成为美酒庄园；把咸宁基地打造成为集
白酒文化传播、生态旅游、顾客体验为一体
的森林美酒小镇，并申报国家4A级景区，全

方位展现黄鹤楼酒文化的底蕴；成立黄鹤楼
酒历史文化研究室，通过建立、完善公司历
史文化档案和历史文化数据库，进一步弘扬
公司历史文化，发掘黄鹤楼酒历史文化新亮
点，实现对外和对内酒文化宣传的有机统
一。

为全面提升酒品质量，公司围绕“做真
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企业核心价值
观，从质量保证、质量检验、质量控制、质量改
进等四个方面着手，确保“质量为天”的质量
监管目标实现。一方面设立技术质量中心，
按照GB/T19001、GB/T 22000标准，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对供应
商增值审核及对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的集中
交流培训，从源头预防质量缺陷；一方面组织
技术质量团队深入市场调研，及时收集产品
意见，为产品质量提升提供改进依据，确保氨
基甲酸乙酯、甜味剂、塑化剂、重金属等食品
安全指标达标，以定期与权威机构的对比分
析，确保酒体口感质量稳定。

酒品质量安全的提升，为企业的发展赢
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统计显示，该公司2014
年至2017年的销售收入与纳税总额，已呈现
跨越式上升的良好态势。 （蒋敦文）

质量月我们在行动质量月我们在行动质量月我们在行动提升供给质量 建设质量强市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方案》提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的工作目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
了解污染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国
家、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
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
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加强污染
源监管、改善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服

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
《方案》明确，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7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
资料。普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
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范围包括：
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
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
放污染物的设施。同时，《方案》还确定了
普查内容和技术路线。

《方案》强调，本次普查遵循“全国统一
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

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2017年完成前期
准备、启动清查建库和普查试点，2018年
完成全面普查，2019年完成成果总结与发
布。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排放标准及排污许可证等相关要求开
展监测，如实填报普查年度监测结果。各
类污染源普查调查对象和填报单位应当指
定专人负责本单位污染源普查表填报工
作。要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现有统计、监测
和各专项调查成果，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
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效率。

《方案》要求，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统一领导普查质量管理工作，建
立覆盖普查全过程、全员质量管理制度并
负责监督实施。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执
行污染源普查质量管理制度，做好污染源
普查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工作。同时，要
建立健全普查责任体系，明确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建立普查数据质
量溯源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开展普查数
据核查和质量评估，严厉惩处普查违法行
为。

国办印发《方案》

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农民收获忙
9月21日，河北丰宁坝上农民将收

获的马铃薯装车外运。眼下河北丰宁
坝上已进入秋忙时节，农民们抓住晴好
天气在田间抢收。 据新华社

美联储宣布

“缩表”以收紧货币政策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美联储）宣布，将从今年10月开始缩减总额高达
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表”），以逐步收紧货币
政策。

同时，美联储宣布维持目前1％至1.25％的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自2015年12月启动金融危
机后首次加息以来，美联储已累计加息4次共100个
基点。今年来，美联储分别在3月和6月两次加息。

根据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报告，今年内美联储很可
能还将加息一次，明年还将再加息3次。

所谓“缩表”，是指美联储缩减自身资产负债表规
模，这将推升长期利率，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令美
国金融环境收紧。可以说，“缩表”和加息一样，都是收
紧货币政策的一种政策工具。

今年以来，美联储持续就加息和“缩表”与市场沟
通，这令市场提前消化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影
响。在美联储当天宣布决策前后，纽约股市波动幅度
不大。

伊拉克库区表示

公投不会导致独立建国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定于9月25日的伊

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独立公投举行在即，库区领
导人多次表示，公投不会导致库区立刻宣布独立建国。

伊拉克库尔德议会15日通过库尔德自治区主席
巴尔扎尼的独立公投提议。伊拉克联邦最高法院18
日裁决，要求库区停止独立公投。除伊拉克外，库尔德
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等邻近国家。土
耳其和伊朗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谋求独立会为本国境
内的库尔德人带来示范效应，危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
整，均强烈反对。

18日起，土军队在土伊边境举行演习，并将持续到
公投后一天。伊朗官员则表示，库区公投损害地区人民
利益，若库区坚持，将考虑关闭与之相邻的边境。美国、
欧盟和联合国方面均表示希望库区推迟举行公投。

美国表示

愿就阿富汗问题与俄合作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1日电 俄罗斯总统阿富

汗问题特使、俄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扎米尔∙卡布
洛夫表示，美国在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会谈中表示，愿意
与俄合作，但在两国双边关系的背景下，合作领域非常
狭窄。

此前，卡布洛夫与美国代理阿富汗问题特使威尔
斯举行了会谈。卡布洛夫表示，“美方在会谈中至少表
达了就阿富汗问题与我们合作的倾向和意愿。”同时，
他强调，美方代表意识到，这样的合作领域非常狭窄。
他指出，“尤其是在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背景下。”

他提醒称，俄方此前就阿富汗问题向美方提出的
所有提议没有获得支持，包括所谓的“直升机项目”，即
为阿富汗空军采购俄飞机的提议。但是，卡布洛夫表
示，莫斯科有意在商业基础上审议向喀布尔供应
米-35战斗直升机的问题。

韩国宣布

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
据新华社首尔9月21日电 韩国政府21日宣

布，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
鲜提供价值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当天上午，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主持召开韩朝
交流合作促进协议会，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上述方
案。此次人道援助将通过物资援助的形式进行，旨在
改善朝鲜妇女儿童的医疗健康状况。援助物资包括保
健医疗营养品等。

会议达成的共识认为，应区别看待对朝鲜民众的
人道主义援助与政治因素。政府基于这一共识，批准
通过两个国际机构向朝鲜提供援助。韩国统一部同时
表示，援助的具体时间和规模将综合考虑韩朝关系等
情况后再做决定。

这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首次决定对朝鲜提供人道
援助。韩国统一部还表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两次提出援助申请，政
府经过商议后做出了上述决定。

教育部、人社部与工信部发布的《制造
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预测，到2020年
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人才缺口
将达到300万，到2025年，缺口将进一步
扩大到450万。

机器换人是换上更高技能水平的人
工人要会编程、懂英语日语等

“有一名工人第一天上班就把一个价
值40万元的刀头弄断了。工人的技术水
平达不到机器和企业要求，已经严重阻碍
了企业发展。”东莞市恩盛机械模具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精制作及超精密加工
的制造工厂，过去十年，总经理邬彬没有被
技术升级难倒，现在却为招工一筹莫展。

晋江龙峰纺织公司从2011年开始试
点机器换人，新增的2000多台设备都属于
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操作设备都有PC

端，操作指令都有英文，操作工人至少要认
识一些纺织英文单词，会编程、设计等，有
的还需要懂一些日语。”公司副总经理卫巍
感叹，“这样的工人太难招了。”

广东、福建、山东等地人力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能适应“工业4.0”发
展需要的技能人才已出现明显结构性短缺。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把人换下，而是换
上更高技能水平的人。”工信部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中心工业4.0研究所所长王喜文认
为，高技能劳动者稀缺已成为我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宁可穿西装打领带去跑销售，也不愿
意进车间当工人”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
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占人力资源总数不
到10％，特别是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

人才当中具有研究生学历高技能人才仅占
总数的2％。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本
身就稀缺，另一方面，一些高技能人才投身
一线岗位的意愿较低。

卫巍的企业有自己的办法。“一开始我
们就会和他们说好，新入职员工都要先从
车间干起，根据表现会有相应的晋升通
道。我们企业发展很快，技术工人确实能
够实现与企业共同发展。但一些规模小的
企业，晋升通道比较窄的，恐怕就面临高技
能工人的招聘难题。”

有职校毕业生起薪六七千被一抢而空
改革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在三年内填补相关缺口并非易事，众多
专家认为，优化强化职业学校对高技能劳动
者的培养能力是关键。苏海南认为，当前大

多职业院校的教育方法与课程设置无法适
应“工业4.0”时代的需求，改革势在必行。

东莞市技师学院从2013年开始同德
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办学，将德
国双元制和英国学徒制本土化，目标是让
学生技术水平达到世界水准。据东莞市人
力资源局局长司琪介绍，首届中德班116
名毕业生在数百家企业的争夺中被一抢而
空，具有国际认证的学生起薪高达6000元
至7000元。

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张
力跃认为，树立青年技工职业归属感也是
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人群重要一环。

（据新华社）

机器换人之后，招不到操作机器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