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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郭忠全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日，记者从淄博市物流产

业办公室了解到，上半年，淄博市完成物流相关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140亿元，占淄博市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10 . 8％，同比增长78 . 1％，增幅位列
全省第1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1 . 8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提高43 . 6个百分点，增幅创近5年新
高。

统计显示，上半年，淄博市实现社会物流总
额9414 . 9亿元，同比增长14 . 8％，较去年同期提
高9 . 5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提高5 . 7个百分点，
物流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郭洪富 王启申 付金昌

“冲锋号”一响就说明有任务

“嘀嗒哒哒嘀嘀嘀哒……”7月26日中
班，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运搬工区
职工石海洋、宋军正在地面维修车间焊制卧
闸，这时从石海洋口袋里突然传来冲锋号声，
令人感到新奇。

满头大汗的石海洋接通来电，“工区打来
的电话，南风井回风巷的水泵坏了，中班就一
名维修工，他在北轨脱不开身，工区安排咱们
去处理。”石海洋对宋军说。

石海洋、宋军二人下井来到目的地，看到
水面已经远远超出沉淀池的范围，正一点点往
巷道中心蔓延，掺杂着煤泥的黑水在灯光下闪
着亮光。

“小宋，你找点挂葫芦，我下去把泵拴
上。”石海洋摸索着进入齐腰深的沉淀池，先
检查了浮漂开关，发现浮漂是完好的，于是便
试着用脚探了探泵体的位置和深度。当发现泵
在水底横躺着时，石海洋只好下蹲用手去够，
当水没到下巴时，指尖才勉强够到泵体。

宋军找点挂好葫芦，可一转眼便寻不到石
海洋。他有点慌神，赶紧大喊其名。约20秒
后，一个“黑脑袋”从沉淀池里露出来：“拴
牢了，开始起吊！”原来，石海洋尝试几次
后，发现别无他法，干脆果断地深吸一口气，
潜到水里。

吊起水泵才发现是碎石、泥块堵塞了叶
轮。二人站在水里拆开泵罩进行清理。“泵能
正常排水了，但是得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
石海洋说。于是二人现场想对策，他们从附近
找来一块细网篦子，固定在水泵的进水口处。

当修理完堵塞的水泵，两人拖着湿沉的工
作服上井时已是凌晨3点了。

“每次干活都抢在前头，石海洋肯吃苦的
劲头，真叫人服气。”宋军说。

“我1988年入伍、1989年入党，这个冲锋
号一直陪着我。后来我专门把它设置成工区的

电话铃声，‘冲锋号’一响就说明有任务。”
石海洋笑着对记者说。

不达目的不罢休

石海洋不光能吃苦，他身上还有一股子韧
劲，干起工作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次，一台电机车“趴窝”了，左查右找
找不到病因。石海洋只好对各个部位一一进行
点检。连续经过3个早班的检修后，电机车启
动了，却只有高速档没有低速档。不服输的石
海洋便对照图纸，进行二次检修，最终发现电
机车因为超负荷运行，IGBT模块被电流击穿

所致。只不过有时这种现象很难从外观判断。
这次维修的经历让石海洋陷入了深深的思

考，如何才能降低设备故障率呢？为此，他干
脆制订出了一个对所有电机车全面维修保养的
计划，并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整理出了一套《电
机车维修实战案例》，交给工区维修工共享。

但令石海洋不满意的是，因为IGBT是整
体封胶的模块，且内部复杂，很难修复，只能
更换新件。石海洋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模块维
修技能学到手。随后他通过查资料、问老师、
给废旧模块做“手术”。经过一个星期的研究
之后，工区结束了IGBT模块一损坏就换新的
历史，每年可节省材料费近3万元。工区领导

表扬石海洋肯钻研、善改造，他只是谦虚地微
微一笑：“这不过是‘小玩意儿’，只要肯下
功夫，谁都能干成。”像这样的“小玩意
儿”，石海洋这些年搞了不少：充电室抽烟
机、电机车车门闭锁、蓄电池自动注液机、轨
道限位装置等，既安全又高效，在生产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想办法搞节约提效益

前几日，石海洋在去南部630充电室的路
上捡到5个丢失的道钉。当他把几个道钉放到
充电室物料架上时，工友老孙说：“看看你捡
来的道钉都是弯的，能值几个钱？”石海洋笑
了笑，不置可否。

班后，石海洋越琢磨越不对劲，他觉得老
孙的话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于是，他拿起公司
关于精益管理的文件，敲开了老孙的门。二人
从工资谈到生活，从成本谈到公司效益。石海
洋对老孙说：“效益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
人人想办法搞节约，众人拾柴火焰高，效益不
就上去了！”

老孙越听越觉得在理，不住地点头：“听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明白了——— 你看我这扳手
10多年了，前头缺了一块，正纠结着是申领还
是自己买呢。”

石海洋接过扳手，打量一番：“给我吧，
半小时后我给你送个好的来。”当一把完好的
扳手呈现在老孙眼前时，老孙搞不懂了。石海
洋说：“我有把坏了轴的扳手，正好和你的拼
成一个。”老孙见状，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今，工区维修工在石海洋的影响下，大
多配上了自制的工具：用锚索线下脚料制作的
螺丝刀、硬纸板加工的电焊罩、废旧钢板制成
的各种型号的固定扳手……虽然看上去有点
土，却十分实用。

连续5年被唐口煤业公司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的石海洋，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也许做不了惊天动地
的大事，但能在平凡的岗位工作中，尽力做好
点点滴滴的小事，也算是为企业奉献了力
量。”

做好点滴小事 平凡但不平庸

石海洋：到哪儿都是好样的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吕丽蓉

“为了促进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平街
道主动为我们企业搭建横向交流平台，我们能
够通过街道商会、企业座谈等形式向有关部
门、领导反映我们企业呼声和在人才方面的需
求，这让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更多的便捷和支
持。”8月3日，山东易找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曹林在采访中对记者说。

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做好
人才工作是关键。今年以来，淄博市张店区和平
街道结合辖区实际，不断搭建人才工作的新平
台，切实提升辖区的改革创新水平。

人才竞争的关键在于环境的营造，优质的
服务是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的保障。“做好
人才工作，不仅要广纳贤才，更重要的是能留
住人才，让那些优秀人才能够扎根辖区，服务
本地。”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
宗岫说，和平街道辖区内科研机构数量相对较
少，多数企业在引才育才方面主体意识还不够
强，对人才的使用还存在只看眼前，不重长远

的现象。这样的思想不利于企业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对人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制约
影响，也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

为改善人才工作现状，和平街道充分发挥
政府在服务人才中的引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不
断加强与辖区重点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
等单位的联系合作，及时把握最新科技动态，
推动这些机构与辖区企业的深入合作，进而促
进辖区企业的转型升级。此外，和平街道通过
走访企业、与人才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准确掌
握企业和人才需求，充分运用市、区关于人才
工作方面的新政策，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和人才
做好服务工作。根据近期区金融办推出的帮助
企业到齐鲁股交中心的优惠项目，和平街道主
动与辖区内的山东鼓舞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联
系，将挂牌的条件和优势跟企业解释清楚，帮
助企业做好相关工作。

为搭建企业和人才之间的信息互通平台，
和平街道成立街道商会，2017年4月14日召开第
一次商会代表大会，商会正式开展工作。“街
道商会是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
企业与人才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和

平企业家内部的服务平台、合作平台和共谋发
展舞台。大家抱团‘取暖’，不再是单兵作
战。”和平街道商会会长冯延玲介绍。

和平街道努力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及时梳
理汇总规上企业需求服务调查摸底情况，今年
以来和平街道已完成走访调查企业20余家，积
极与企业做好对接联系，及时为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为职工家庭、老人、孩子等提供家庭服
务对接、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等力所能及的服
务。积极解除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并制定出
台激励性措施，对那些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才给
予荣誉和物质的双重奖励，不断提高他们干事
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下一步，和平街道将在
支持项目推进、鼓励企业开拓市场、拓宽项目
融资渠道、稳定人才就业岗位、减轻企业负
担、改进政务服务等方面加大服务力度，全面
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人才创新动力和区域经
济发展后劲。

和平街道在注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同
时，更注重挖掘和培育辖区范围内的本土人
才。人才的培养是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为更
好地发挥人才的内在潜力，和平街道牢固树立

人人都可成才的观念，不断加大人才培训力
度，拓宽人才培训渠道，利用驻地高校山东理
工大学的学科资源优势，联合创办有针对性的
专业技术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对有一技之
长的人才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培养，促进人
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训与应用相结合，不
断提高人才自身的综合素质。

文化人才队伍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力
量，对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和
平街道为抓好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挖掘和
培育社区德艺双馨的文化工作者，积极搭建各
类平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进一步加强协会建
设，定期开展文化交流座谈会，不断吸纳更多
的优秀文化人才加入协会，不断壮大基层文化
人才队伍，让广大文化人才有地方、有机会显
示才能。

和平街道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在辖区范围内大力营造“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
氛围，“不拘一格引进人才、使用人才，进一
步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才能激活人才队伍活
力，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李宗岫说。

张店区和平街道———

用人才引领服务发展大局

淄博上半年物流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全省第一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展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日，记者从淄博市周村区

王村镇政府获悉，周村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落户王
村镇。

王村镇位于周村区，距周村城区19公里，距
淄博市区39公里，处于淄博、济南、滨州三市交
界处，毗邻济南，素有“淄博西大门”之称。作
为新材料产业的重要原材料，王村镇境内硬质粘
土（焦宝石）、软质粘土、石英等矿产资源储量
丰富，其中已探明焦宝石储量3000万吨，软质粘
土储量3000万吨以上。由于王村镇焦宝石的铝、
铁含量等指标在同类矿石中品质较优，具有外观
洁白、杂质含量低、体积密度高、理化指标稳
定、耐火性能好等优点，被誉为“焦宝石之
王”。现有王铝、璞泰、苏李、杨古4家焦宝石
矿，年生料开采量76万吨，熟料煅烧达60万吨。

2016年，王村镇耐材产业纳税额达到1．45亿
元，占全镇税收贡献的60％。1－4月份，全镇完
成税收9041万元，同比增长3．55％，其中耐材产
业税收达到4721万元，同比增长10．78％。

今年1月，王村镇列入省级焦宝石特色小
镇，规划总用地约427．3公顷（6409．5亩），聘请
了新加坡裕廊公司对特色小镇进行规划。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作为王村镇建设焦宝石特色小镇的重
要组成部分，重点发展铝硅系耐材、无机非金属
新材料、高纯氧化物特种陶瓷制品等产业。园区
计划3年内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用5年时间打造
百亿级产业新高地、全国知名新材料产业聚集
区、全国高档耐材产业示范基地。

据了解，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采用ＰＰＰ模式，
由中建五局投资建设，于7月2日正式奠基开工，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内“九通一平”、东西外
环两条道路、标准厂房、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等共
27万平方米。目前，园区道路及管网已开工建
设，正在进行路床基础施工，施工图纸正加紧设
计，已完成现场测绘和道路效果图，待施工设计
完成后，全面开展道路建设。

同时，为促进传统耐材行业转型升级，王村镇
已集中关停62家落后耐材企业，目前，37条窑炉已
拆除22条，正拆除的11条；烟囱拆除17条，正拆除
的10条，保留的9家耐材企业中有6家位于园区内。
在拆除关停企业生产设备后，王村镇将对大量闲
置的土地和资产积极探索盘活利用新方式；对于
提升改造企业验收，周村区相关部门将成立验收
组，对就地提升改造企业进行现场验收。

周村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落户“焦宝石特色小镇”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肖明亮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4日，记者从淄博市经信委

了解到，按照项目动态管理原则，经淄博市政府
研究，确定了2017年度全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
重点物流项目调整名单，并予以公布。

全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重点物流项目共新
增68项，其中，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新调入项目66
项，总投资107．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2．92亿元；
重点物流项目新调入项目2项，总投资12．5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亿元。项目调整后全市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和重点物流项目共有348项，计划总投资
857．8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08．59亿元。

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和物流项目调整名单公布

正在一丝不苟工作的石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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