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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永宪） 为加强昭阳城区市
政消防设施合理建设，提升城区形象，日前，昭通
市供排水公司在昭鲁快捷通道、龙泉路东延线、二
环西路北段、腾飞路等几个路段，新安装 19 个市
政绿色消防栓，新增的市政消防栓投入使用后，将
规范市政用水取水。
据了解，随着昭通中心城市的发展，大量施工
单位入驻昭通，各种工程车辆随意使用消防栓取
水现象频发，并对消防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形成消防隐患，也严重影响了昭阳城区的供水秩
序。对此，昭通市供排水公司进行了专题研究，最
终采取“设置绿色消防栓，形成联动监督机制”的
方法。在城区市政用水集中点，设置“绿色消防
栓”，供市政用水取水，并邀请消防、综合执法、环
卫、园林绿化等多家单位形成联动机制，对市政用
水进行监督管理。

红塔集团昭通卷烟厂
工业总产值超 70 亿

曾麒：趁年轻好好打拼
◆记者 莫 娟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对于曾
麒来说却选择以事业为重，春节不放
假继续开店营业。今年 30 岁的曾麒
是一位西点烘焙师，高高的个子，圆圆
的脸，看上去十分精神。一年前他压
根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在市区开了一
家蛋糕烘焙店。
为什么开蛋糕店，曾麒说：
“ 以前
在外面打工，非常不容易，漂泊不稳
定，随着父母年纪大了，家里就我一个
孩子，他们也需要陪伴，我还是想着回
老家创业，加之平常自己喜欢吃甜品，
正好有同学加盟了蛋糕店，我非常感
兴趣，就开始去学习培训，慢慢摸索，
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
“叔叔，花纹是不是要这样挤啊”，
“我要把草莓放在小兔子的旁边”，
“我

的小熊饼干不像熊像狗”……在曾麒
的蛋糕烘培店里，热闹非凡，孩子们正
专心致志地裱花，有的小朋友在蛋糕
上摆弄水果，有的小朋友把面饼摊平
做着各种形状的动物小饼干，曾麒耐
心地教授孩子们制作蛋糕。他的蛋糕
店不仅可以外售蛋糕，还可以到店里
体验烘焙的乐趣。
曾麒对美有着独特眼光，
除了平常
接订单制作蛋糕外，
他一有时间就研究
图案设计，不断提升技术，研发一些新
口味，新品种的蛋糕和点心，满足客人
求新的需求。曾麒制作的蛋糕漂亮美
观还创意十足，
他不仅在实体店里卖蛋
糕还把精美的蛋糕拍照分享到朋友圈
招揽生意，
订单不断，
深受市民的喜爱。
每天一大早曾麒就早早的到店
里，把前一天顾客预定的蛋糕烤出来，
光蛋糕胚就要烘烤 30 多个。为了保

证蛋糕的醇香，他没有用大烤箱成批
烘烤，每个蛋糕胚都是用小烤箱一个
一个的精心烘焙，这样不但增加了工
作量，还特别的费时。曾麒说：
“ 为了
保证口感，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新鲜
的，质量上乘的，只要顾客觉得满意，
不管程序有多麻烦，我们都坚持这样
做。”他追求蛋糕在造型和口感上的双
赢，他的食材全部选择优质食材，如：
新鲜的时令水果，进口奶油，优质巧克
力等。下午，到店里学习做蛋糕的小
朋友比较多，曾麒耐心细致地向他们
讲解，小朋友们也很喜欢这个圆圆胖
胖的叔叔。等到晚上收拾干净店铺，
一天下来，
他早已累得筋疲力尽。
谈到创业的困难时，曾麒说，刚开
始的时候订单并不多，因为他的蛋糕
全部选用新鲜水果，上好材质的原料，
价格较高，好多顾客接受不了。后来

本报讯 （记者 高飞） 2 月 8 日，红塔集团昭
通卷烟厂第三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暨三届二次工
代会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
红塔集团昭通卷烟厂
2017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72.95 亿元。
2017 年，昭通卷烟厂全厂干部职工紧紧围绕
集团
“聚焦一个中心任务、
强化两个驱动、
苦练六个
功夫”的工作重点，
按照“找差异、补短板、强基础、
促提升”
的总体要求，
坚定信心精管理、
克难奋进上
水平，
较好地完成了生产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任务，
工厂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发生了积极变化。全年
生产卷烟 57.3 万箱，销售卷烟 54.31 万箱。实现工
业总产值 72.95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工业增加值
58.57 亿元，
同比增加 1.46 亿元，
增幅 2.56%。
今年，
昭通卷烟厂将重点聚焦一个中心（充分
聚焦红塔品牌发展能力建设这个中心），
夯实六个基
础（着力夯实生产组织、
质量管控、
装备技术、
产销联
动、原料保障、内部管理基础），
做到三个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推进党的建设、
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
努
力推动企业再上新台阶。

债权申报公告
昭通市公路工程检测中心的各债权人：
现需对本中心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
理，
为维护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请对本中心
享有债权的各债权人在申报期限内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本中心
对在申报期内未申报登记的债权将不再清
偿。现就有关债权申报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人：
昭通市公路工程检测中心的
所有债权人。
二、
申报期限：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止（8:30—12:00；
14:00—15:30）。
三、申报地点：云南滇东北律师事务所
（昭通市昭阳区凤霞路 197 号）。
四、申报时需提交的材料：
1.债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
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
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为登记的，
提交委托人的
身份证复印件或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
以及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特别授权委
托书原件、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由债权人本人签字或盖章的债权申报书
原件，
其内容应载明债权人姓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及债权金额、
性质、
有无担保等内容。
3.证明债权真实、合法、有效的相关资料
复印件，
包括但不限于借条、
欠条、
收据、
发票、
合同、协议、工程结算欠款凭据、银行进账单、
抵押担保合同；
申报时需提供原件予以核对。
联 系 人 ：刘 邦 润 ；联 系 电 话 ：0870—
2233448、15752424062。
昭通市公路工程检测中心
2018 年 1 月 15 日

打工路上

光伏节能灯
点亮青林村贫困户的夜晚

南顺城街1号新华书店大楼5至8楼招租公告
一、招租房产（项目）
昭阳区南顺城街1号新华书店大楼5至8楼。
二、基本情况
新华书店整体坐落于南顺城街 1 号跟西
街交叉路口，本次招租房屋为新华书店大楼
5 至 8 楼，
面积大约 1756 平米。
三、招租对象：
1.单位身份的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良好的法人资信，
无不良信誉记录。
2.自然人身份的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
无不良记录，
并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
四 、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 ：
即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26 日
2.报名地点：
昭阳大道 336 号昭通新华书
店有限公司昭阳分公司办公室。
3.报名时请携带报名者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一份，单位报名者请另行提供加盖公
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副
本）复印件一份。
特此公告
联系人：
曾先生
联系电话：
13638848767
昭通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11 日

随着大家对蛋糕口感的认可，订单才
慢慢多起来，口口相传，生意也越来越
好。正是因为好的口碑，目前曾麒已
经在昭阳区有两家加盟店，盐津和镇
雄也分别有了一家加盟店。曾麒说：
“昭通的市场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下
步要在创新和创意上多下工夫，让更
多市民喜欢和接受我们的蛋糕。
”
对于春节过年回家，曾麒说：
“春
节正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好时候，我们
店里的生意订单很多，刚刚创业初期，
还是要稳扎稳打，希望生意越来越好，
多赚点钱，等以后有了钱就带父母去
外面转转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今年
春节就不放假了，等到元宵后带着老
婆回镇雄看看老丈人。
”

春节即将到来，巧家县中心客运站返乡旅客急剧增加。2 月 12 日，共青团巧家县委组织 1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巧
家县中心汽车客运站，
为返乡旅客提供服务，
帮助他们顺利回家过年。
活动中，志愿者帮助旅客取票购票，维持进出站口秩序，回答旅客们的疑问，为旅客引路、发放矿泉水、搬运物品等。
这些志愿者来自巧家县小河、
茂租等乡镇，
他们没有报酬，
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春运路上的返乡人。通讯员 陆元华 摄

小草莓种出高效益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朝艳） 眼下
正值草莓采摘旺季，在巧家县白鹤滩
镇可福村一组，51 岁的村民陈红英最
近一直在自家的草莓大棚里忙活不
停。
“天气暖和了，外出打工者渐渐回
家过年，来地里摘草莓的人也随着增
多，现在每天可卖出草莓 80 斤，收入
为 1600 元左右。”看着往来的顾客陈
红英笑着说。
走进陈红英家的草莓大棚，阵阵
清香沁人心脾，饱满通红的草莓垂落
在黄蕊白花间，顾客们提着篮子正有
说有笑地沿着畦沟采摘草莓。
“ 平时
在城里上班，周末来地里摘草莓就是
想尝个鲜，图个高兴。”拎着篮子摘草
莓的饶先生乐呵呵地说。
陈红英说，她家自 2002 年开始种
植 草 莓 ，是 可 福 村 种 植 草 莓 的 第 一
家，每到草莓上市时节，顾客们要么

打电话订购，要么自发到地里采摘，
省去了运到集市售卖的环节。
然而在如今草莓种植技术日趋
成熟，销售渠道完善的背后，承载了
陈红英当初独自探索的艰辛种植历
程。因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红英发现
草莓的经济效益比其它水果要高，在
多地考察和对比巧家气候、土壤等情
况后，陈红英到昆明花费 3000 多元买
回草莓苗开始培育。当时的陈红英
并没有任何草莓种植经验，在开始种
植草莓的第一年就亏损了 1 万多元。
面对乡亲们的质疑，家人的反对，陈
红英并没有动摇继续种植草莓的决
心。她一边到其他种植基地学习经
验，一边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继续
探索种植技术，到了第二年，因技术
不 到 位 ，她 的 草 莓 还 是 没 能 种 植 成
功。于是她又逐步调整种植方案，到

了第三年，陈红英种植的草莓终于迎
来了丰收。
就这样，陈红英家的草莓大棚渐
渐扩展开来，目前共有草莓大棚 6 个，
占地 6 亩多，全部采用生态种植。
“我
们家一般在农历 8 月份栽草莓苗，11
月中下旬草莓上市，仅 4 个多月就可
以见到收益，而且从进入盛果期到来
年 2 月份都是采摘旺季，每季草莓经
济效益能达到 10 多万元。”陈红英丈
夫沈种田说道。
除了种植草莓，陈红英还将土地
充分利用起来，在草莓采摘结束后种
下玉米，
待玉米收成后，
又继续种植葡
萄......虽然劳动辛苦，
但陈红英一家脸
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明年，陈红英
还打算扩大草莓种植大棚和增加草莓
品种，
吸引更多顾客到地里采摘、
休闲
娱乐，
让草莓种植实现更多收益。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全伟） 为助
力脱贫攻坚，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方便
村民平安出行，
大关县法院联合广东省
中山市古镇劲迪灯饰厂开展“点亮乡
村、
光彩惠民”
行动，
为挂钩帮扶的悦乐
镇青林村贫困户安装光伏节能灯。
2 月 7 日，
笔者来到悦乐镇青林村，
看见很多村民房子外的路灯不再是一
根电线上吊颗灯泡了，
而是换成了一盏
盏光伏节能灯。在青林村瓦房村民小
组，
工作人员正在给村民安装路灯，
光
伏节能灯的电池和灯是一体的，
只需要
把支架连接起，
再用螺丝固定在墙壁上
就可以了，
安装起来很快捷。据介绍，
光伏节能灯有智能遥控、光控、人体感
应等模式，
操作简单、
使用方便。
安装一盏光伏节能灯的价格是
298 元，县法院和挂钩干警为贫困户
每户出资 200 元，贫困户只需出 98 元
即可安装一盏光伏灯，切实改善了他
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点亮了他们的夜
晚。全村已有 320 户报名安装光伏节
能灯，目前已安装完成 260 户。晚上，
一盏盏光伏节能灯把村民院子照亮。
据悉，县法院自 2017 年 10 月挂钩
帮扶青林村以来，
还开展了送政策、送
温暖活动，通过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宣
讲扶贫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2018 年
春节前为 14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上
棉被、
大米、
羽绒服等慰问物资。

巧家多部门协作
助流浪人员返乡
本报讯 （通讯员 姜连聪 唐培国
张进宝） 为帮助滞留智障、精神异常
流浪乞讨人员早日回归家庭，巧家多
部门协作助流浪人员返乡。该县通过
多部门协作，近日已成功帮助 2 名智
障、精神异常滞留流浪乞讨人员找到
家人，
并顺利护送返乡。
据介绍，巧家县救助管理站运用
县乡村三级联动救助服务网络平台，
及时发布受助人员相片和信息，利用
全县 16 个乡镇救助点和 183 个村（社
区）救助咨询引导点在全县开展排查，
及时核查受助人员身份信息。根据受
助人员指纹、体貌特征等线索，及时查
询比对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救
助信息和寻亲信息，并将受助人员信
息推送至全国救助寻亲网。

生意不好岂能怪财运
李云飞
做生意是一门学问，学问不到
影响了财运，
才导致失败。
家，生意做不好。做生意需要积累经
是这样的吗？我的几个朋友都去
验，才会走向成功。不少生意人很迷
吃过，
说前两任老板太邋遢，
小工也跟
信，
生意不好只怪财运。
他们一样，
端菜的手指常在汤里晃，
十
昭通城有一处门面，
人流量较大， 分恶心，吃一次就怕了。做菜的都是
最适合做餐饮生意。前一任老板租下
味精厨师，
离开味精就做不成菜，
吃起
来，
餐饮做得非常红火，
赛过大馆子的
来非常腥气，
太倒胃口了。价钱高，
态
收入。无奈，
老板得了重病，
无人经营， 度又差，
谁还愿意去吃。加之，
上菜又
不得不转租他人。第二任老板接手门
慢，左等右等，太阳落坡了，还上不了
面，
也做餐饮生意，
却说
“邪乎”
得很，
没
菜，肚子又饿，谁愿花钱干等。他们
多久就关门了，说自己没那财运。因
说，第四任老板就不一样了，热情周
此，
门面的租金越来越低。第三任老板
到，做事麻利，环境打整得干干净净
接手过来，同样做餐饮生意，也说“邪
的，
最主要的是听得进顾客意见，
学会
乎”
得很，
没多久也关门了，
也说自己没
“捡漏”，满足顾客需求，吃上瘾了，百
那财运。第四任老板不信邪，
接过门面
吃不厌。这种“经营”很有影响，一传
继续做餐饮生意，却红火起来。有人
十、
十传百，
都说味道好，
热情周到，
价
说，
前两任老板倒闭，
原因是镇不住邪， 钱公道，
生意能不旺吗？

类似的现象不少，张三来开店，
开不走，只有关门大吉；李四接过手，
却开得红红旺旺的。是“财运”起作
用吗？非也！关键是经营理念和经
营水平。一些人一次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从此不敢开店，只好在“迷信”
中混日子。一些人不断换“项目”创
业，还是不行，最后归咎财运不好。
一些人走东闯西，舍近求远，生意做
得一塌糊涂，最后还是回到家乡，做
起小本生意。这些人小心翼翼，如履
薄冰，却把小生意做大了，这就是“失
败是成功之母”的经验在起作用，有
的还成为商界精英。无数的事实证
明：做生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失败
了，多找主观原因，少找客观原因，才
会走向成功。很大程度上讲，生意人

的迷信是不自信的表现，久而久之，
就会丧失做生意的底气，更加迷信财
运，
最后，
一事无成。
成功者看到的是希望，总结的是
教训，自然成功；失败者看到的是迷
信，总结的是财运，必然失败。失败
者总把失败归咎于看不见摸不着的
财运上，就难以找到真正失败的原
因，还能走出困境吗？在我看来，财
运的说法更多的是失败者的自我安
慰，
自我解脱，
逃避现实。
做任何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做
生意更如此。失败与成功一样，也有
自 己 的 原 因 ，这
就 是 学 问 ，找 对
原因才可能东山
再起！

饮茶要适度，
那多少才合适？

昭阳：19个市政绿色消防栓
规范供水秩序

一版责编：范 云 组版：李章会 二版责编：莫 娟 组版：谢 红
自 古 以 来 ，饮 茶
就被看做是一种高雅
的养生方式。
古代的文人吟诗
作对、四海云游时都
是与茶相伴的，或山
中夜坐，扫雪烹茗，听
歌闻曲；或竹林精舍，
石畔听泉，弹琴鼓瑟；
或看小桥流水，船观
画舫，观日出日落，都
是一种畅想人生的态
度，也是多年以来人
们所追求的人生境
界。
茶水纯净而清
香，犹如谦谦君子，不
仅给人以精神上的熏
陶，也同样为人们的养生保健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茶叶减肥、抗衰老、抗癌的
保健价值是其他饮品所望尘莫
及的。
为了养生而喝茶的人大有
人在，但是饮茶也不是多多益
善的，个人饮茶的口味有清淡
和浓郁之分，饮入的茶叶量也
不尽相同，那么，每天需要摄入
多少茶才能达到养生健体的效
果呢？
洋眼看中国茶
英国现在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
“ 为了健康，请每天喝 4
杯茶。”在一个以咖啡和可可为
主要饮料的西方国家，竟然出
现了这样的现象，可以想象，茶
在全世界是多么流行了。
这些年来，饮茶的人数在
全世界呈现上升的趋势，西方
人通过实验证实：茶对于健康
来说确实比咖啡要好得多。
相对于咖啡的“滴滴香浓，
意犹未尽，却不能多喝”，
“甘润
在心，回味无穷”的茶更符合我
们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慢
慢品茶，一天喝上八九杯都不
算多。
就连外国人都意识到了茶
的重要保健功效，身为茶之故
乡的人民，还有很多青少年贪
图碳酸饮料和咖啡，看来茶叶
的保健功效还应当大力地宣
传。
每天喝多少茶合适
有些报道说，要想通过喝
茶达到保健的效果，每天至少
要喝 10 杯以上的茶，茶中的有
效成分才会起作用，这与英国
人说的 4 杯有很大的出入。
10 杯还是 4 杯，区别在于
是用多大的杯子，大家用的杯
子都不一样，因此，用饮茶的杯
数来确定数量是不准确的，况
且个人喜好茶水的浓淡也不
同，就更难以此来衡量饮茶的
量了。
茶中最重要的养生成分是
茶多酚，据相关专家估算，每克
茶 叶 大 约 含 有 200 毫 克 茶 多
酚，假设每天喝 6 克茶叶，通过
两次冲泡后，浸出的茶水中可
以含有 1200 毫克茶多酚。
如果人体对此的吸收率能
达到 50%，我们也可以摄取到
600 毫克的茶多酚，而人体每天
只要能摄入达 300 毫克茶多酚
就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了。
因此，每天喝 6~10 克茶叶
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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