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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卧佛院
国内发现最大摩崖经窟

今年 81岁的唐承义，1982
年当上安岳第一任文管所所长，
是当地有名的“土专家”。他介
绍，这里开凿的55个藏经龛窟，
已具雏形或竣工的有43窟，空经
洞1个。1982年，文管所发现保
存完好的15窟，佛经刻字面积
152平方米，清晰可辨的共20余
部70余卷40余万字。

“北京房山区石经山也有九
个刻石藏经洞，约5000万字，但
是刻于石板上。”唐承义说，他与
国内专家走遍丝绸之路上的所有
石刻，最终得出结论：卧佛院是迄
今国内发现最大的摩崖经窟，与
北京房山石经，可谓是一北一南
两座“中国佛教艺术宝库”。

唐承义说，这里收藏了盛唐
时期民间最流行的所有经典，其
中的《檀三藏经》是我国现存佛经
中的绝版。

国内最大摩崖经窟 藏身安岳
封面直播今日中午12点带您走近“绝版佛经”

这里不仅有柠檬，还有佛
雕。4月10日，随着“封面主题
周”走进资阳，“安岳石窟”再次
走进人们视线。安岳石窟，开
凿于南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
521 年)，盛于唐宋两代，延续至
明清直到民国。安岳石窟被专
家誉为“古多精美”，拥有几大
之最：最大的唐代左侧石刻卧
佛以及 21 万字石刻佛经、中国
最精美的观音经变像—毗卢洞
北宋紫竹观音、唐代最大的道
教石刻群—玄妙观等。

4月12日，记者从安岳县文
物局获悉，《四川省安岳石窟—
卧佛院（经文洞）摩崖造像防渗
排水抢险保护工程》已经国家
文 物 局 批 准 ，力 争 于 今 年 启
动。同时，安岳县决定，近期恢
复安岳石窟申遗工作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重启申遗工作，并力
争2017年底前将安岳石窟挤进

《中 国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预 备 名
单》。

封面今天直播
近距离看“绝版佛经”

想看我国现存佛经中的
绝版《檀三藏经》吗？想看看
唐代经文中，出现的简化汉
字“无”“义”“万”“个”吗？

4月13日中午12点，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将
走近安岳石刻进行直播，带
您近距离看这些稀奇。

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
封面新闻APP直播频道将
同步直播，欢迎关注华西
都市报官微，下载封面新
闻APP。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 李庆 摄影报道

重启申遗工作
年内启动防渗排水工程

安岳县文物局负责人介绍，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了卧佛院
（经文洞）摩崖造像保护性设施建设
工程。经实地考查，确定此次工程的
重点，是针对摩崖造像水害严重区域
经文洞，进行防渗排水抢险保护。

根据制订的相关方案，将采取
防渗帷幕灌浆、开凿集水孔和仰斜
排水孔、砌截排水沟等防渗排水抢
险保护措施。同时，还将针对基岩
裂缝水破坏严重的文物本体及周边
岩壁，进行专项整治。

该负责人介绍，通过这些措施，
崖体内的水将会被完全排出，崖壁
附近的大气降水也将收集排走，同
时还将保证排水沟的排水顺畅。预
计最快将在今年内，就将启动这一
工程。

该负责人说，安岳县已经决定，
近期恢复安岳石刻申遗工作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重启申遗工作。安岳
县文物局已经成立相关工作组，开
始前期工作，力争2017年底前将安
岳石刻挤进《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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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产业链全程风
险管理，让中国白酒的质
量看得见

“让中国白酒的质量看得见”
是泸州老窖的质量理念,泸州老窖
致力于提升白酒行业的质量水平，
致力于改变白酒加工给人们留下
的落后、陈旧的印象，让白酒的质
量看得见、摸得着。基于此，泸州
老窖从四个维度来把控质量，即顾
客定义质量、专家引导质量、品质
优化质量、标准量化质量。

为了做好质量管理工作，泸州
老窖建立了特有的质量管理模式：
基于HWM模式的产业链全程风
险管理。HWM模式是指“大质量
观（High quality view）理念、全产业
链(Whole industry chain)体系和多
层次面(Multi level)监管”。

泸州老窖于1979年率先在白
酒行业中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先
后按相关国家标准及内部控制需
要建立了质量、食品安全、有机等

7大管理体系，形成了全方位的、
完善的管理体系。建立了涵盖原
粮种植、曲药生产、酿酒生产、基
酒储存、勾调组合、灌装生产和质
量检验等环节200余项技术标准
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质量技术标准
体系。开展系统化的供应链质量
管理，将质量管理延伸至供应商、
物流运输合作方及经销商，形成
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管
理体系。

泸州老窖还建立了三级质量
监管模式及多种监管方式。即由
公司生产单位、驻点质量监管队
伍、现场巡查队伍，通过现场巡查、
质量审核、质量检验、目标管理和
质量考核等多种方式进行质量安
全监管。并借助国家级标准化农
业示范区、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国家酒类及加工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酒类包装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平
台对产品进行“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结果监测”。

质量管理精细化，
“五步走”实现农田到餐
桌质量可追溯

第一步，大力夯实源头预防。
内在质量安全方面，泸州老窖和泸
州市政府联合打造了“泸州老窖现
代农业示范区”，在泸州多地建立
了有机高粱种植基地，从源头确保
了酿酒用粮食、曲药的食品安全。
外在包装质量方面，制定《包装设
计规范》，对包装材料的结构、材
质、工艺、尺寸标准化，提高了产品
通用性及生产效率，降低了包材质
量风险及成本。

第二步，质量管理向前后两端
延伸至产业链上、下游。泸州老窖
大力提升白酒包装生产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集约化水平，利用包材集
群化生产模式，对供应商质量管理
实施“四个统一”标准（同一原料验
收、过程检验、现场管理及成品检
验标准）。同时，泸州老窖还实施
集中成品酒灌装，在成品酒灌装管

理中，对灌装生产单位坚持“两个
统一”（统一包装生产工艺和统一
质量检验标准）。

第三步，依托“一区一院三中心”
国家级技术平台确保质量安全。泸
州老窖依托国家级标准化农业示范
区、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酒类及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国家酒类包装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国家级技术平台，对白
酒产业链进行源头预防、过程控制、
结果监测。泸州老窖还发起组建

“四川省白酒酿造产业技术研究
院”，将整合省内白酒科技创新资
源，集聚科技力量，攻关共性技术。

第四步，建立风险评估、预防、
控制机制，将食品安全问题防患于
未然。泸州老窖成立“新产品测试
室”对“新材料、新工艺、新供方”实
施风险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和产
业链潜在食品安全风险制定了周
期性的风险监测计划。

第五步，以“技术创新”为推
动，建立电子追溯体系。2014年，
泸州老窖启动以二维码技术为基
础的溯源体系建设，着手建立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
系。泸州老窖还通过控制质量关
键节点，实现生产和管理过程数据
的即时关联，正逐步实现传统产业
生产制造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当前，泸州老窖公司生产的产
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
等30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质量均
达到并超过相关国家、地区的要
求，得到一致认可和好评。

科研能力强劲，创新
成果居行业领先水平

泸州老窖拥有国家固态酿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创新型试
点企业、国家博士后工作站、国家
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等科技创新平台
19个，其中国家级平台12个、省级
平台7个。推动组建国家酒类及
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泸州
实验室、国家酒类包装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酒类质量安全联合研
究基地等相关平台4个。

泸州老窖拥有国家非物质传

承人3名，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
家2名，国家863、973项目首席专
家2名，四川省学术带头人3名，四
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2
名，“中国酿酒大师”3名，“中国白
酒大师”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8名，国家级白酒评委19
名。并通过“院士工作站”引进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
以及客座专业教授15名。

截至目前，泸州老窖共申请发
明专利215件，实用新型172件；
获授权发明专利129件，实用新型
159件。专利内容涵盖原粮种植、
制曲工艺、发酵工艺、功能微生物
选育及培养等酿造产业链内容，形
成系统的技术创新体系。

泸州老窖拥有驰名商标5枚，
著名商标6枚，知名商标7枚；共计
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580余
篇，其中SCI/EI收录论文18篇；
参与制定并发布的国标9个、行标
3个、地方标准 2个、团体标准 2
个；承担国家级研发项目8项，省
部级研发项目54项。

截至目前，泸州老窖共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奖项16项，其中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四川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4项；协会科技奖项
30余项。此外，还获得泸州市政
府科技奖项10余项。

近年来，泸州老窖在坚守传承
中国白酒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同时，
充分发挥在窖池资源和工艺技术
方面的领先优势，努力推动中国白
酒向有机、健康、环保方向发展，以
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始终致力于“让
中国白酒的质量看得见”，这份匠
心十分的珍贵。

4月11日上午，四川省
质量发展大会在成都金牛宾馆隆
重召开。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参加大会。

会上，四川省人民政府对获
得第四届“四川质量奖”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摘得“四川质量奖”。众
所周知，白酒是四川最著名的产
业之一，泸州老窖是唯一获得此
奖项的酒类企业，这是省政府对
泸州老窖质量工作的最高评价。

四川质量奖是省政府设立的
四川省最高质量奖项，是全省质
量领域的最高荣誉，授予为建设
质量强省做出突出贡献，质量管
理成效显著，在全省具备竞争优
势、全国具备比较优势，具有显著
示范带动作用的组织和个人。去
年 6 月，四川省政府启动了第四
届“四川质量奖”评选工作，历时
10 个月，经过自愿申报、推荐提
名、审查受理、材料评审、答辩审
议、现场评审、社会公示、批准表
彰等诸多环节。

四川质量奖申报条件、评审
程序相当严苛。评审内容包括质
量评价、创新评价、品牌评价、效
益评价四大板块，涉及面非常
广。其实在2008年，泸州老窖便
获得了首届“四川质量奖”。时隔
8年，泸州老窖不忘初心，在产品
质量上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创新
卓越，在质量管理模式上更加高
效、科学，“以卓越绩效为主导、全
面质量管理模式为辅助、以质量
管理体系模式为脉络的综合管理
模式”再次问鼎“四川质量奖”。

问鼎四川质量奖
泸州老窖坚持“让质量看得见”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左三）代表泸州老窖领奖

封面主题周·资阳

类似人口普查的“全民参保
计划”将进入第二阶段。

4月12日，成都市人社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4月15日
开始，成都市将全面启动全民参
保登记入户调查工作，近6000名
工作人员将走进千家万户，对成
都市户籍人口中尚未参加社会保
险的人员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各
社区入户调查工作人员的基本身
份信息，将在社区公告栏内公示。

为何采集？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发布会上，成都市社保局副
局长陈东介绍，“全民参保计划”
去年开始启动，眼下第一阶段的
工作已经完成。2016年，成都市
人社局出台《成都市全民参保登
记工作实施细则》。今年初，统一
的全民参保登记数据库基本建
成，社保业务经办系统内的参保
人员基本信息已全部迁入全民参
保登记数据库。全民参保登记调
查员可通过该平台调取本区域内
入户调查对象名单，进行入户调
查和数据上传，全市全民参保登
记工作即将进入入户调查阶段。

据了解，经四川省人社厅与
省公安厅的数据比对，最终筛选
确定44.16万成都市户籍未在本
市各级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人
员作为此次入户调查对象。

如何采集？
调查内容涵盖4个方面

具体到实施细则，此次入户
调查时间从4月15日开始，将持
续至5月31日。在调查内容上，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即公民身份
证号码、姓名、户籍所在地、常住

地、联系电话等；个人参保信息，
即当前参保险种、参保状态、未参
保情况等；个人就业情况，即就业
状态、就业单位名称、未就业原因
等；其他信息，即特殊身份标识
（残疾、失独、困难户）等。

就入户调查方式而言，街道
（乡镇）或社区（村）工作人员携带
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及《成都市全
民参保登记表》，按照公安户籍地
址入户调查登记并采集相关信
息。同时，属于入户调查范围的
人员，可由本人或其监护人、指定
代理人主动前往户籍所在街道
（乡镇）或社区（村）就业社保服务
中心（站）进行登记，填写《成都市
全民参保登记表》。

持证上门
调查员先送通知后入户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员
入户调查登记时，必须佩戴专门
的《成都市全民参保登记调查员
证》、持宣传材料。成都市人社局
提醒广大居民朋友，应对入户调
查登记人员身份进行核实。“在入
户调查前，调查员会先送调查通
知到各个调查对象住址，通知上
有调查员的编号和联系方式。”相
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此次全民参保登记工
作不收取任何费用。以任何方式
骗取个人信息和财物的，广大居
民朋友应予以拒绝并及时报警。

广大居民朋友可登录成都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www.cdhrss.gov.cn）、拨打成都
市劳动保障咨询电话（12333）、关
注“成都社保”政务微信微博及“成
都市12333”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
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相关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成都全面启动
全民参保登记入户调查
调查对象以全市近45万未参保人员为主

华西都市报讯（郭飞 四川日
报记者 李丹 周海波）记者4月12
日从省民政厅获悉，经国务院批
准，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同意四川
省撤销隆昌县设立县级隆昌市的
批复》，同意撤销隆昌县，设立县
级隆昌市。隆昌成为国家解冻县

改市审批后，全国首批、我省第一
个获批的县级市。

隆昌撤县设市后，行政区域
不变，由四川省直辖，内江市代
管。按照批复要求，隆昌市不新
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增加财政
供养人员，不增加“三公”经费。

隆昌撤县设市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