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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追梦·奋斗学习进行

时”暨佛山全市党支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知识竞赛决赛落下帷幕。 经过三轮

激烈角逐，前三名最终花落国家统计局

佛山调查队党支部、佛山市金融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和佛山市委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佛山市直属机关工委、 佛山市国资委、

禅城区委宣传部、南海区委宣传部获颁

最佳组织单位。

“追梦·奋斗学习进行时”暨全市党

支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知识竞赛从 6

月 12 日正式启动，历时 2 个多月，全市

6000 多个党支部代表队参与，参赛队伍

覆盖机关、镇街、村居、学校、企业等。 经

过初赛、半决赛的层层遴选，8 支队伍进

入在中欧中心蓝芙蓉厅举行的决赛。 最

终，经过三轮比赛的斗智斗勇，1 号国家

统计局佛山调查队党支部以 600 分获

得第一名；3 号队伍佛山市金融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以 490 分获得

第二名；5 号队伍佛山市委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机关党支部以 440 分

获得第三名。

决赛除了常规的必答和抢答环节，

增设了更为紧张激烈的逆袭环节，提供

50 分、30 分、20 分三个分值的题包给参

赛队伍选择。 在决赛中，各参赛代表队

机智沉着，拼速度拼反应，正确率极高，

分数交替上升， 展示了深厚的知识储

备，展现了学有所获、学有所用的风采。

本次知识竞赛， 由佛山市委宣传

部、 市委组织部、 市直机关工委、 市

国资委党工委、 市教育局主办， 五区

区委宣传部协办， 碧桂园佛肇区域党

委支持， 是佛山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关于建好、 办好、 用好“学习

强国” 学习平台的部署要求， 深入开

展“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

作的重要举措。

为此，佛山成立了全市知识竞赛活

动工作小组，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

权威内容为依托，以佛山本地经济发展

及地方文化特色题目为补充， 建立了

1000 多道题的题库。创新的采用线上和

线下比赛相结合的方式，拓宽了活动的

参与面，提高了党员干部群众的参与热

情。

目前， 佛山全市已有超过 24 万党

员干部群众上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并深入学习，佛山登上“学习强国”广东

学习平台的稿件超过 680 条，登上全国

平台首页推荐和全国百灵视频栏目的

稿件超过 80 条。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通讯员 陈韵琦

34 度高温下，孤岛救援、单杠引

体向上、百米负重跑……昨日，广东

省消防救援总队 2019 年全员岗位大

练兵区域比武会操

（ 粤北赛区）

在佛

山市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举行。 来自清

远、河源、韶关、肇庆、佛山五个地市

级代表队 180 多名消防员现场展开一

场精彩的消防技能大 PK。

本次区域比武会操共设珠三角、

粤东、粤西、粤北四个赛区，分别在广

州、揭阳、阳江、佛山支队设置比武会

操场地。 会操内容共有 9 个科目 3 个

大项，涉及体能、理论、技能等项目，

通过 3000 米跑、单杠卷身上、百米负

重跑、200 米游泳等环节考验队员们

的耐力、 爆发力以及个人的配合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赛事结合了当前

的社会形势， 专门设置了孤岛救援、

舟艇组装、预案制作等项目，利用具

体场景实操考验队员的专业技能以

及临场决策指挥能力。

佛山支队在本次比武会操共派

出38名精英队员参与。 记者在现场看

到，佛山支队在单杠卷身上、3000米跑

等多个项目中都表现优异，获得多个

优秀等级。 佛山消防支队战训科科长

黄康伟表示，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

凭队员平日训练积累与个人的毅力。

据了解，省消防救援总队每年都

会定期组织举办大型的比武会操。 省

消防总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粤北赛

区裁判长朱均煜表示，举办比武会操

主要是为了检验消防队伍的练兵效

果，以备更好地服务实战。“消防员体

能上要求比普通人要高，储备的能力

越充分，才能在现实灾害事故中更好

地发挥作用。 ”

截至记者发稿前，佛山支队已在

舟艇组装、初战快速控火操、单杠卷

身上三个项目获得第一名。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卢祖悦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冷瑞雪 黄健超 晏林欢

近日，记者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今年 8 月，该院运用“市场化+法

治化”重整机制，促成负债总额逾 47 亿

元的“钢贸大鳄”金型重工系列企业重

整成功，该案对外债务总额、破产债权

清偿总额、成功处置对外债权单笔成交

额均为佛山地区破产案件之最。

“钢贸大鳄”陷入困境 何去何从？

据了解，2013 年， 上海钢贸危机席

卷整个华南地区。 佛山有超过 500 家钢

贸企业受到波及。

而金型重工公司是该金型重工系

列破产重整案中的一家企业， 是集轧

钢、锻造、加工模具钢等为一体的大型

民营科技集团企业， 注册资金达 3 亿

元，在武汉等 4 地开设分公司。 由于公

司钢贸业务扩张过快，且其扩张不久恰

逢与国内钢材市场景气下行周期，加之

钢贸领域重复质押、联保互保等现象严

重，金型系列企业 2013 年资金链断裂。

随后，各省市法院先后立案审理与

之相关的 99 宗诉讼案件， 金型重工及

其关联公司大部分资产已被查封，7 家

公司因此面临财产被分割拍卖、企业停

产停业的危险，陷入经营困境。

金型重工系列破产重整案涉及债

权人人数多、范围广、负债总额巨大，7

家企业负债总额达 473664 万元， 在职

职工超 600 人，拖欠工资、社保达 3688

万元。 该系列案件能否顺利推进，对佛

山市金融、钢贸行业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有着重要影响。

从破产到重整成功用时

5

年

记者了解到，2014 年 7 月， 佛山中

院受理金型系列企业破产重整一案。

2015 年 6 月，佛山中院裁定批准金型系

列企业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重整计划，

管理人将通过招商引入新投资人承接

金型系列各重整项目。 重整计划执行期

间，管理人先后制定了多个重整实施方

案，但均因债权人意见难以统一而未能

通过。 2018 年 9 月，经过佛山中院和管

理人的不懈努力，新意向投资人最终答

应提供人民币 9.4 亿元作为偿债资金为

交易条件承接金型系列公司重整项目；

2019 年 5 月， 全部重整资金到位；2019

年 8 月，按重整计划清偿完毕，金型系

列企业重整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该破产重整案创新

运用多种审理方法：在全省范围内首次

采取关联企业并案审理模式、首次指定

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为联合管理

人，提高工作效率、节约重整成本。 同

时，还开创了分公司整体营业事务转让

的处置新方法，让新的承接人延续分公

司原有业务的经营，使企业得以"重生"。

近年来，佛山法院涉及民营企业的

破产案件数量明显增多，受理的破产案

件中，民营企业作为破产债务人所占比

例从 2012 年以前的不到 10%上升至

60%以上， 改变了以往国有企业破产案

件占绝大多数的现象。

据悉，截至目前，佛山先后有 25 家

民营企业在法院助力下重整成功。 百业

公司、西樵高尔夫公司、富士宝公司、乐

得士公司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通

过重整盘活资产、重回市场，共化解不

良资产 115.6 亿元，盘活土地 3837 亩。

负债47亿

“钢贸大鳄”历时5年重获新生

五市消防代表队进行技能大PK

2019年全员岗位大练兵区域比武会操（粤北赛区）在佛山举行

佛山举办“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知识竞赛

全市逾24万党员干部群众上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消防员正在进行百米负重跑项目的比拼。 信息时报记者 许月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