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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10）日，记者获悉，截至

5 月 4 日，龙王庙组气藏磨溪 13 井已安

全生产 1630 天，累产天然气 10.08 亿立

方米。目前，该井日产天然气 70 万立方

米左右，生产运行安全平稳。

据了解，该井地处四川省遂宁市安

居区三家镇马槽村 1 组，构造位置处于

四川盆地乐山－龙女寺古隆起磨溪潜

伏构造震顶构造中段，为龙王庙组气藏

的一口预探井。该井 2012 年 11 月 7 日

开钻，2013 年 4 月 13 日完钻，完钻层位

灯二段，完钻井深 5515 米，测试获日产

气 128.84 万立方米，稳定油压 50.5MPa。
自 2013 年 11 月 16 日投产以来，川中油

气矿严格执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和要

求，强化设备维护保养力度，及时掌握

井口生产动态，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

患；积极开展生产动态监测和分析，取

得了大量灯影组、龙王庙组储层流体性

质、产能、地层压力等资料，为气藏的开

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强化员工技

能提升，持续开展安全和专业技能培

训，不断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水平和安

全风险管控能力，确保了气井安全、高

效生产。

下一步，川中油气矿将加快数字化

气田建设，提升信息化综合管理水平，

持续开展精细气藏描述，深化动态监测

与跟踪分析，精准制定应对措施，保障

气井稳产高产，为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唐乾寿 李瑞嘉 杨柳）

大英县顺聚建材有限公司

是由大英县恒创实业有限公

司、四川腾英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大英县通源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三家国有企业共同出

资成立的县属国有企业，注册

资金 2000 万元。主营业务范

围包括砂石的开采、加工、销

售，销售建材（危险化学品除

外）、石材、五金等。为加快推

进全县砂石资源经营管理体制

改革，因公司经营需要，经研究

决定公开、公平选聘董事长兼

总经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选聘人数
大英县顺聚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名。

二、选聘范围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中在

职在编工作人员。

三、选聘条件
(一)报名者应具备下列资

格条件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

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具有搞好

国有企业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

感，认真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

任和社会责任。

2.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

识和市场竞争意识，有较突出

的工作业绩，有较强的决策判

断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沟通协

调能力、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

事件的能力。

3.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

专业知识，熟悉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和相关法律，熟悉国内市

场和相关行业情况，熟悉砂石

资源相关政策。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

养，遵纪守法，勤勉尽责，团结

合作，廉洁从业，作风形象和职

业信誉好。

5.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能够正常履职的身体素质。

6.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岁，

有财政、安监、环保、水务、交

运、住建、国资等单位或砂石企

业工作经验者可优先选聘并适

当放宽年龄限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报考

1.尚在见习期 (试用期)内
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

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的;
3.其它法律规定原因不适

合从事所报考工作岗位的。

四、报名方式及时间
1.报名方式: 应聘者请携

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个人简

历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2寸免

冠近照 1 张至大英县财政局三

楼国资管理股现场报名或将报

名 资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158669861@qq.com。

2.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10日至 5月 15日。

五、选聘方式
由大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局负责应聘者的资格审核，

并上报大英县政府研究。请应

聘者保持电话畅通，在初步筛

选后以电话或短信形式通知进

入下一测评环节。

六、任期及工资待遇
每届任期不超过三年，实

行年薪制，暂定 20 万/年（不含

公司负担的五险一金），以后每

年核定一次。

七、相关要求
应聘者一经聘用后，必须

按规定脱离公职身份，具体责、

权、利将由大英县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局另行制定、报批。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

话：0825-7825113。
大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10日

大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大英县顺聚建材有限公司
选聘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公告

龙王庙组气藏磨溪13井 累产天然气产量突破10亿立方米

少数商家短斤少两

记者走访了市城区的川中大市场、

和平路卫星桥农贸市场、城河南街核桃

湾农贸市场等，发现农贸市场上商户销

售过程中大多使用的是自行购买的电

子计价秤、公斤秤和单斤秤，一些游商

小贩还使用的是杆秤。记者随机查看

了一些商家销售过程中使用的电子计

价秤，了解到一些商家使用的电子计价

秤定期接受了相关部门的检测，并贴上

了“集贸市场专用检定合格证”的标签；

还有部分商家使用的电子计价秤没有

接受定期检测，也没有检定合格证；还

有一些商家表示，并不知道用于销售的

电子计价秤要到相关部门定期检定。

对于商家的秤称重是否准确，是否

存在短斤少两的情况，一些消费者表

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农贸

市场短斤少两的情况比以前明显减少，

但是少数商户、特别是一些拿着杆秤的

游商小贩短斤少两的情况仍存在。

“我在那个商贩那里买了两斤水果，

提在手里感觉重量就不对，转身找其他

商家帮忙复秤，结果少了二两，就找原

来那个商家理论了。”市民张女士对商

家短斤少两的行为十分生气。

市民黄女士也有相同遭遇：“我上次

在一农贸市场水产店买一条鱼，提回家

后就少了三两，从此以后再也不在那家

店购买了。”

一些市民表示，如果在农贸市场购

买商品感觉有明显短斤少两的现象，可

以拿商品到市场上的公平秤处免费复

秤。

公平秤使用情况不乐观

记者走访各大市场发现大型的农贸

市场设有市场管理办公室，市场管理办

公室都设置了公平秤，免费为消费者提

供复秤服务。然而，一些市场虽然设置

了公平秤，但使用情况不很乐观，还有

一些小型市场根本没有设置公平秤。

记者在川中大市场正门口右侧看

到，一块很明显的“公平秤”标识牌，上

班时间段内，这里放置了公平秤供市民

免费使用。市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介绍，在市场大门口和市场管理办公室

各放置了一台公平秤，方便市民复秤。

然而，前来复秤的市民也不多，只有少

数老年人偶尔来将购买的商品复秤。

“这里为消费者提供了两台公平秤，

但是这几天公平秤坏了，正在维修，等

几天维修好了，就放在这里让大家免费

复秤。”8 日上午，记者在市城区核桃湾

农贸市场招商办公室查看公平秤使用

情况时，该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当被问及是否会使用公平秤复秤时，市

民秦太婆表示，有的时候买了东西，市

场办公室的人下班了，公平秤也收了，

就秤不到。希望市场上的公平秤随时

都在，方便消费者复秤。

“ 这 里 的 公 平 秤 好 久 都 没 有 看 到

了。”在市城区和平路卫星桥农贸市场

内买了排骨的市民李先生表示，想去复

秤，只看到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卷帘门上

有“公平秤”标识，却没有看到公平秤摆

放在何处，多次想复秤都没有找到。

（何敏）

公平秤用的少商家秤“好坏”不一
一些小型市场根本未设置公平秤 部分商家短斤少两

小 小 一 台 秤 测 量 商 户 是
否短斤少两诚信销售的同时，
也关乎着老百姓每天购买菜
水果、肉类、水产品和干杂等
生活必需品时的公平。日前，
记者深入市城区多个农贸市
场就商户销售过程中使用的
秤、农贸市场公平秤使用情况
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少数商
户短斤少两销售的现象仍存
在，一些农贸市场公平秤使用
情况也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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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周边的游摊小贩用杆秤称量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