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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完成上半年销售任务
的 108.89%，较上年同期上涨 7.04%，
超额完成全年预算‘过半’任务。”今
年 1 至 6 月，金泰化工公司销售各类
产品 66688.3 吨，扭亏增盈龙头带动
作用明显。7 月份，该公司乘势而上，
采购、物流、营销三位一体，共同发力，
单月销售量达 14262.18 吨，创该公司
月度销量最高记录。

重采购，做“减量”

采购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道关
卡，从金泰化工公司上半年分析数据
来看，主原料环氧丙烷、甲醇、甲醇钠
采购单位均有大幅上涨。为此，该公司
从采购环节切入，密切关注市场走向，
建立起了灵活、适量的采购模式。

“我们通过客户、资讯了解市场
最新行情、最新动态和相关行业政策
及规则，并结合历史市场价格走势预
测后期原料价格走势。”该公司商务
部负责人王敏介绍说，正是基于充分
的前期准备工作，该公司得以对原料
市场变动进行科学研判，在市场存在
下跌预期时，采用多频次小批量采购
方式，有效降低了原材料采购金额。

做好采购“减量”工作，主要原料
成为关键“大头”。年初，该公司在采
购环节引入竞争机制，从而降低谈判

难度、减少资金占用。目前，通过引入贸
易商合作，金泰化工公司在谈判后将甲
醇付款条件由款到发货变更为月结付
款，每月减少资金占用高达 1100 万元。

“比质、比价、比周期”，在主原料
PO 的采购上，该公司对各供应商 PO 价
格、质量、交付周期等条件进行研究，不
断拓宽采购渠道，优化供应格局。在合约
户的主原料定价上，通过比价，在同等价
格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合约户以及交付
周期短的客户成交；在市场价格僵持时，
尽量选择暗降的贸易商，或以贸易商定
价与合约户商谈，以灵活的采购方式应
对原料市场风云变幻。

控物流，做“并量”

水路运输不连续，异地仓储货物供
应不充足，有效车辆数量不足，今年以
来，金泰化工公司物流运输难点频出。为
求打通物流运输通道，满足采购及销售
需求，该公司提前做好物流运输计划部
署，增加船运、丙二醇国内液袋水运等补
充物流通道，有效保障了原料的及时供
应及产品的按时配送。

今年 1 月，该公司委托金诚招标公
司完成了 2017 年公路车辆运输招标工
作，与中标企业签订物流运输协议，实现
了除零星运输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外，公路运输招标运作全面覆盖。

此外，针对发提货地点集中的线路，
该公司实行“回头车”单独招标。“采取
这样的物流方式，可以实现回头车的高
效利用，在提高物流时效、节约物流资源
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

本。” 王敏给记者算了这样两笔账，“像
是宁波线现在的市场价是每吨 270 元，
而回程车招标的运价是每吨 200 元，按
上半年 2400 吨的运量来算，节约的金
额有 16.8 万元。淄博线也是一样，我们
运送环氧丙烷的回头车辆资源每吨能降
低 170 元，算下来半年也节约了 6.8 万
元。”

抓营销，做“增量”

舞好商务龙头，营销环节至关重要。
在金泰化工公司，“增强自身优势”“深
入了解客户”是强化营销工作，突出营
销先导性的两大重要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信息社会和
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迅速准确的销售数
据是把握市场和客户的方向标。规范完
善的销售基础报表，每日更新的销售数
据，这些基础信息工作在金泰化工公司
已成常态。每天，该公司都有专人负责更
新原料产品对冲平衡表、日签单表、日出
库表、日未结订单表等多项报表，以便随
时掌控已售和可售情况，并在此基础上
做好预售，规避销售淡季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该公司适时调整销售考
核政策，调动起销售人员开发新终端客
户的积极性。“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提
高了终端客户的提成比率，明确了新客
户的开发收入，以政策引导销售人员积
极开发终端客户。同时，我们开展了多种
类的销售专题会议，利用这样的机会与
销售人员沟通交流，随时了解他们的心
理动态，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销售中遇到
的困难。”王敏说，“在金泰，一支团结互

助共进的团队是做好销售工作的坚实保
障。”

提高销量从深入了解客户入手。对
于下游客户生产计划及其开、停车时间，
销售人员吃得透，盯得紧。“我们要求销
售人员在做个人销量计划分解时，必须
结合客户实际需求，做到有理有据。”王
敏介绍说，一旦出现销售计划未完成的
情况，其中具体原因是什么，停产还是订
单流失？流失到哪里？销售人员须给出详
细的分析结果。在这样的督促机制下，销
售人员与客户之间逐步形成了紧密的相
互联系。

不限于主要产品，该公司对小产品
市场的客户需求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对
于每一名销售人员而言，“只有清楚了
每家客户的需求，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合
作。”在上半年小产品指标落后于市场
主流的现实情况下，该公司理性分析原
因，结合下游客户的行业内规模排名、品
管要求，对市场开发进行认真筛选，随后
有选择地进行指标差异化销售，力求实
现供销平衡。

细化市场、深入合作，是今年金泰化
工公司打出的又一张销售牌。从年初开
始，该公司在分析各省份、区域地理位置
的特殊性和同行的运输半径后，进一步
细分华东、华南国内市场，与此配套细化
定价策略，实现了地区差异化销售。在原
料供应商中，深度开发合作单位，实现同
一产品多品种的深度合作，提高相互依
存度，利用多维合作发挥联动效应，打造
供销良性循环系统。

萨百灵 高 敏

金泰化工公司扭亏增盈效果明显
采购 物流 营销同发力

本报讯 集团公司党委将于近期
开展 2017 年度第一轮巡察工作，以
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

此次巡察是以集团公司部分下属
二级单位为巡察范围，把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作为根本任务，聚焦全面
从严治党，紧扣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六大纪律”，着力发现被
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在
选人用人、纪律和作风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

巡察紧盯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职工群众反映
强烈，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
用的干部；紧盯决策权、审批权、人事
权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体事项；紧盯
“三重一大”方面的违规违纪问题，以

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等方面的
问题。

根据各个环节的不同要求，此次巡
察将综合运用听取汇报、个别谈话、查阅
文件档案、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多种
手段查找问题。对巡察中发现的具体、明
显的违纪问题线索，及时移交集团公司
纪委，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交组织部门
处理。

集团公司党委要求被巡察单位高度
重视巡察工作，主动搞好配合，自觉接
受巡察，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提供情
况，不遮丑、不护短，如实提供相关文
件资料。对于隐瞒不报、故意提供虚
假情况、拒绝或不按要求提供文件材
料，或者逃避巡察监督、对抗干扰阻
挠巡察工作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
一起。

陈 潇 余 洋

集团公司党委
2017年度第一轮巡察即将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全面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准确把握我国
发展所处的时代坐标，深刻洞悉社
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出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重大战略判
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
际，标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
位，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过去五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五年。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
难、强基固本、锐意进取，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改革发
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
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
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五年来所做的工作很多是开创
性的，所解决的问题很多是深层次
的，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得到解决，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办成了，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党全国
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五年来的成就，是在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
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取得的。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
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
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
“三个意味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的
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为我
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注入
了新的思想动力，为我们理解和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提供了科学
指引。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
进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品格，也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社
会主义在中国的活跃和兴旺、成功和
胜利，是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是
在不断顺应人民新期待、开辟发展新
境界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也是在国
际竞争、国际比较中被世界瞩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求索，寄托着无数
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
人民的奋斗和牺牲，它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
改革开放近 40 年实践的宏大主题，
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理想
社会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
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必定随着党和人
民不懈奋斗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提高战略思维能
力，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
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
人民群众新期待，不断增强工作的原
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科学
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
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完善发展战略和
各项政策，在新的发展阶段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人民日报

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8 月 17 日上午，铜山矿业公司领导正在给第二季度“明星”员工进行颁奖。
为弘扬企业正能量，该矿业公司通过开展“全员创星”活动，选树身边标杆，打造
优秀职工队伍，充分发挥了“明星员工”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了广大职工争先创
优的工作热情。 陈幸欣 摄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职工正在调试新上搓板自动上料系统。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日前引进了一套用
于锻球生产的搓板自动上料系统，该系统将过去的锻球生产由人工上料变成了机械自动上料，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
人工劳动强度。目前该系统正在调试，待投入生产正常后，下一步将推广到所有锻球生产线。 王红平 王 强 摄

还没到采场，远在巷道便听到，打眼
掘进机哒哒哒的轰鸣声。打眼机冲击着
岩石加上不断冲上去的降尘水，在灯光
的照耀下，采场内形成雾蒙蒙的一片，虽
然采场内温度不高，但是岩石顶部的渗
水和水雾气混合着打眼工陈军身上的汗
水却早已将工作服浸湿，因长年从事打
眼工作，橘黄色的工作服早已失去了本
来的颜色。因为此次打眼方位比较高，所
以陆海生只能站在一旁用手牢牢扶举着
钎杆，辅助陈军工作。在打眼机的强烈的
旋转撞击下，钎杆被慢慢的钻入岩石内。
钎杆上的水顺着陆海生的手臂不断地向
下流，没一会整个身上都浸湿了。

借着喝水休息的时间，我与几位打
眼的师傅闲聊了起来。“陆师傅，刚刚你
帮陈师傅举钎杆的时候，为什么不带着
手套啊，这样水有手套的阻挡，不就不往
你的衣服袖口里渗了么？”我不解地问
道。“小黄，你不知道，钎杆在打眼撞击
岩石的时候本来就在不停旋转，如果带
上手套的话，紧紧握住钎杆后，会很容易
被钎杆绞住，是矿里明确规定的不安全
行为呀。”站在碎石凌乱的采场，看着陈
师傅一点点将钎杆钻入岩石中，然后再
将锚杆慢慢的插入打好的眼洞里。分管
领导俞主任向我介绍道，在打眼过程中
需时刻观察周边情况，不停地用撬杆、竹
竿敲击周边的岩石，观察顶板情况找到
松动的岩石，通过敲、砸、撬等方式将浮
石敲击下来，然后在顶板上打入锚杆，固
定住大块石头，别小看这一根小小的锚
杆，他的理论承受重量却能达到 3 吨，最
大程度上保护好下方施工人员。

当矿石开采出来后，接下来的工作，
便由出矿班来负责了，出矿工闻金胜一
边检查铲矿车一边向我介绍道，“这台
T4G 铲矿车有近五十年的使用时间喽。
所以每次工作前都需要认真检查一
遍。”在确认设备无任何故障后，拿出工
作前准备好的机油，灌入机器中，在风能
提供的动力下，铲矿机轰隆隆的开向矿
石堆积的采场，将矿石装入车斗中然后
倒入溜井，将矿石运输出采场。

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枯竭，凤凰山
矿业公司的供矿压力也不断变大，自今
年二月份起，该公司坑采车间合理安排
好打眼班组和出矿班组，实行三班制不
停歇的方式进行采矿、供矿，使每月的生
产计划都能超额完成。 黄志皓

地层深处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党委把推进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项
目，强力推动落实，细化工作措施，精
心组织实施，采取“四个步骤”扎实推
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

今年以来，该矿党委根据集团公
司统一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基层党组
织标准化建设。首先广泛进行动员部
署，分别从矿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两个
层面，组织学习上级相关文件精神，把
握好总体要求，明确目标任务和方法
步骤，为推进全矿基层党组织标准化
建设奠定基础。并制定了《冬瓜山铜
矿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方
案》，形成一套可操作、可考核、可推
广的党支部基础工作标准。

其次，扎实开展梳理排查，矿党委
和基层党支部对照标准、对照要求对
全矿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

梳理排查，找出了存在的差距、分析了
问题的原因、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对党
支部现状、党员名册、规章制度、组织
发展、计划总结、会议记录等资料进行
规范化管理，使党支部工作条理清晰，
思路明确。并组织人员到基层党组织
标准化建设工作先进企业皖北煤电学
习考察，将皖北煤电的好做法、好经验
一一记录下来，回矿后立即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深入研讨，确立了下一
步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

三是分步实施，全力推进。矿党委
在全矿 19 个党支部中选定了 3 个基
础好、工作实、成效显、影响大的基层
党支部作为标准化建设示范点。对基
层三个达标的党支部先行一步，建立
了党员活动室，按照“六有”标准，以
建好、用好、管好活动场所为着力点，
对三个党支部党务公开栏、党支部活

动园地等进行统一部署、统一配置，张
贴了《党支部工作职责》《党支部书记
工作职责》《党费工作管理办法》《党
员活动日制度》《党支部“三会一课”
制度》《党小组工作职责》《组织生活制
度》等制度标识牌，推进活动场所统一
化，为日常活动开展提供了场所保障。

同时，明确努力方向，务求工作实
效。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工作的实效性，在日前召开的基层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会上，理
出推进全矿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工
作清单，内容涵盖宣传阵地落实、基础
文件制订、品牌特色创建工作和考评
制度完善四个方面 12 项具体工作任
务，并确立责任人，明确完成时限，力
争“一年达标、二年巩固、三年提升”，
为集团公司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做出示
范表率。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四步骤”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