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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网巴林右旗供电公
司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艰巨的
改革发展任务，面对安全稳定的巨大
压力和优质服务的重重考验，公司上
下团结一心、奋力拼搏、迎难而上，坚
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问题导向，不断
对标先进找差距，精准发力补短板，
在紧张和忙碌中，用实干和智慧收获
了累累硕果，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
目标任务。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不断加强
《安规》常态化学考，培训生产一线和
部门相关人员238人次，考试合格率
达100%。深入推进本质安全建设，
设立“一标双控”试点班组。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生产月”、
基建现场“反违章”等专项活动，全年
开展反违章纠察89次，查处违章14
起 27 人次，违章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创新开展少数民族区域班组安
全管理提升活动，编译蒙文版《安规》

和“一岗一标”手册，组建蒙汉语教练
队伍，切实提升了少数民族班组人员
安全技能水平，确保了安全管理“全
覆盖、无盲区”。

电网运行安全稳定可靠
公司着力整治电压异常台区，加

大隐患排查力度，发现并消除缺陷
481处，缺陷处理率100%。积极开
展线路、设备特巡工作，圆满完成了
保供电任务，重大节假日和两会、高
考、十九大等重要时期保供电任务，
保障了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
应。

电网规划建设顺利推进
公司圆满完成了 2016—2017

年度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和“两年攻坚
战”建设任务，新建和改造10千伏线
路255公里，0.4千伏线路121公里，
进一步解决了低电压、动力电不足、
机井用电供需矛盾等问题，为农牧民
增产增收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西拉沐沦送变电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新建66千伏线路工程23.7公里，工

程投产后将从根本上解决西拉沐沦
地区低电压问题。

优质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巴林右旗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不断深化“互联网+营销服
务”，进一步精简业扩流程，压缩办电
时间，新装、增容类工单实现100%
线上受理。“多表合一”完成 56户，

“三供一业”工作稳步推进。
党建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公司持之以恒坚持依法从严治

企，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制度。创新开
展“双标双带”促党建管理提升、“4+
党课”教育、基层党支部结对互查互
学等活动，完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党建基础工作不断夯实。

2018年，公司将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勇气，锐意
进取、真抓实干，努力为建设具有卓
越竞争力的一流电力公司、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苏薇）

精益求精抓管理 务实创新促发展

多措并举、融合开展，促进党建
工作深入开展。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学
做结合、知行合一，设立“党员示范
岗”14个，树立党员标杆6名，党员
先锋进一步彰显，模范作用进一步发
挥。七一期间组织召开“一先两优”
表彰大会，对2017年度先进党支部
和优秀党员、党员标杆进行表彰奖
励。创新党员教育载体，开展庆祝建
党96周年系列活动，将“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讲党课”“党建知识竞赛”

“应急技能演练”等各项活动融入其
中；通过各类文体活动活跃企业文化
氛围，公司党委组织公司11个支部
110名职工开展“庆建党96周年职
工篮球、排球赛”、国际妇女节组织女
职工羽毛球比赛。通过多种形式提
升了党员整体素质，推进“管理提升
年”活动有效落地。

搭建平台、注重实效，为活动提
供有力支撑。创新基层党建工作载

体，开展道德讲堂下基层活动，树典
型、搭平台，将“党员对标杆”“道德讲
堂”“三亮三比三无”、青年人才培养
等活动深入融合开展。公司获得国
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
度“十佳道德讲堂”荣誉称号，公司团
支部获得赤峰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荣誉称号、阿旗“青年文明号”荣誉称
号。

“零点停电”检修，保用户用电。
为确保广大用电客户正常供电，公司
将计划停电、检修停电作业均安排在
凌晨零点作业，做到检修和城区供电

“两不误”；进一步精简业扩流程，提
高办电效率。对重要客户、园区客户
实现提前介入，主动作为，快速响应，
确保“绿色通道”高效运转；积极推动
缴费多元化，畅享互联网+服务，截
至年末社会化缴费比率从年初的
62.88%提高到94.12%，线上缴费比
率提升至38.36%。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深入开展

精准扶贫和社区共建。组织广大职
工以“情系困难群体 奉献诚挚爱
心”为主题，多次捐款捐物，截至目
前 ，累 计 为 贫 困 户 捐 款 赠 物
42970.00元。

协同联动、形成合力，促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针对工期紧、任务重的
严峻形势，公司党委引导督促广大党
员带头攻坚克难，坚守安全生产第一
线，亮身份、展风采，党员始终站在安
全生产主战场的最前列。2017年，
阿旗供电公司新建及改造393个变
电台区，完成了中心村、井井通电、村
村通动力电工程，解决了巴彦温都、
巴彦花等5个苏木乡镇的负荷用电
需求；完成农业排灌138个台区新建
任务，解决了巴拉奇如德、绍根等地
区农业排灌用电问题；完成低电压治
理任务，改造10千伏线路87千米，
解决了扎斯台、罕苏木及巴拉奇如德
等苏木由于导线线径过细造成的线
路低电压问题。 （何薇薇）

国网阿鲁科尔沁旗供电公司扎实开展党建工作

2018年春节将至，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节日氛围，确保节日纪律“十
个严禁”等作风建设有关规定入脑入
心，近日，国网巴林右旗供电公司组
织开展春节前专题廉政谈话提醒会。

会议由公司纪委书记王长泉主
持，全体班子成员、干部职工以及各
供电所主要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供电
所所长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就廉洁
过节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全体与
会人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进一步强化廉政意识，常怀律己之
心，时刻保持高度清醒，要深入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一岗双
责，既要严于律己管住自己，也要严
格要求管好分管各级干部，自上而下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
局面。

该公司纪委书记王长泉传达了
赤峰供电公司春节廉政谈话的会议

精神，要求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
领会中央深化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决策部署，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并在
巴林右旗供电“微支部”中发送提醒
短信，为节前廉洁敲响了警钟。

党委书记宋启龙强调，廉洁过节
一要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针对
当前领导党员干部在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和遵守工作纪律等方面还存在的
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尤其
是在临近春节这个敏感时间段内，大
家更应该严格要求，以更高的标准全
面落实上级公司纪委、旗纪委有关纪
律要求，推动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
实。二要守纪律、讲规矩，明底线、知
敬畏，自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
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做到道
德高线举起来，纪律底线不失守。要
严格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坚持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管好配偶、子女
和亲属，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做

到拒腐蚀、永不沾，真正使行动要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做到令行禁
止，确保不出问题。

该公司总经理王希敏提出，党员
领导干部要自觉带头崇廉拒腐，以上率
下，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坚决拒绝“节日
腐败”，全公司人员要以敢于担当、敢于
负责的精神，努力开创党风、行风建设
新局面，为巴林右旗供电公司党风廉政
建设的推进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过一
个廉洁、文明、节俭的春节。

此次集体廉政谈话主题鲜明，内
容充实，进一步强化了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从源头上防止违法
违纪问题的发生，有利于党风廉政建
设、行业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工作的
深入开展。

会后，全体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将从自我做起，严格执行廉洁自律
有关规定，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过
一个风清气正、文明廉洁的新春佳
节。 （苏薇）

廉政提醒早 新春好风貌

过去的2017年，是国网科左中旗
供电公司压力与动力同在、挑战与机遇
并存的一年，是一个转型、突破之年，是
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之年。这一年，国
家电网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
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经营机制进入新时
代；这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公司
党建工作实现由融入公司中心工作迈
向了统领工作大局的新时代。

党的建设篇：党建工作是国有企
业发展的根与魂。

2017年，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
司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
持以“四个服务”为宗旨，履行社会责
任。各基层党支部能够始终将学习
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把学习教
育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同步深化党的思想、组织、作风、
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并成为常态化
的工作安排；严格执行“三会一课”，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严格遵守双重组
织生活会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所在支部生活。

电网建设篇：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帮扶共建，造福于民。

2017年，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
司紧紧围绕全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轨道，以“电
力铁军”的精神，全力打造安全、智
能、可靠的一流电网，为全旗经济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撑，为百姓提
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
司未发生上级考核目标内各类责任
事故，安全累计日为5401天，供电可
靠率累计完成99.7216%。

优质服务篇：心贴心的服务，手
握手的承诺，面对面的交流。

2017年，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
司积极推进客户导向型“大服务”机
制服务链建设，全面加强优质服务管

控工作。通过采取远程视频检查方
式，监控16个供电所营业大厅人员
到岗到位和着装等情况，强化营销服
务过程管控，规范营销作业与服务行
为,切实提升优质服务管控成效和服
务质量；以同业对标与专业标杆管理
为抓手，按月开展供电所综合考评，
将供电所对标、营销专业标杆、综合
考评、绩效考核同部署、同检查、同考
核，实施指导、检查、督办、整改、考核
五到位管理；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力推进
电能替代，高效服务清洁发展，努力
搭建公司与新能源沟通的桥梁；面向
社会全面推广“一站式服务”“一证受
理”业务，开辟业务办理“绿色通道”，
利用微信群组等宣传方式，广泛宣传
有序用电政策以及停电信息，积极推
广线上业务受理和收费等新服务，持
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魏殿欣）

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激情点燃青春 光明照亮梦想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开展220千伏输电线路保电特巡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水平，确保迎峰度冬期间供电安全可
靠，近期，科左中旗供电公司组织生产
专业人员开展迎峰度冬专项特巡工
作。 （马思佳）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学习先辈模范 深化廉政教育

该公司按照全年廉洁文化教育工
作安排，每月组织一次观看廉政教育宣
教片活动，基层班组结合岗位实际，以
集中学习、交流讨论等方式，将学习活

动引向深入。 （魏殿欣）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延伸服务 保障蔬菜大棚冬季安全用电

近日，科左中旗供电公司组织党
员服务队来到保康镇保一村蔬菜大
棚种植户家中，向菜农们宣传安全用
电知识，解决用电难题，为满足节日
市场新鲜蔬菜供应提供坚强的电力
保障。 （李东）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夯实本质安全 开展本质培训

为切实抓好冬季安全教育培训工

作，科左中旗供电公司结合本单位实际
情况编制下发培训计划，做好讲课安
排，抓好活动组织协调，确保安全冬训
练兵不走过场、不走形式，达到目的。

（李东）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
走村入户保安全

近期，科左中旗地区气温持续下
降，为进一步加强冬季安全用电管理，
科左中旗供电公司组织各乡镇供电所
分别成立安全排查小分队，针对客户提
出的实际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将暖心服
务送到家。 （李东）

内蒙古国税局加强领军人才培养
“感谢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为

我提供了最优质的学习资源和成
长平台。自己在培训、挂职和实
际工作中历练了能力、增长了才
干、提升了站位。”全国税务系统
首批领军人才张勇感恩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为全面落实全国税务领军人
才培养计划，内蒙古国税局在全
系统范围内广泛开展动员选拔，

努力挖掘领军后备人才，逐级开
展专业人才库建设，加大培训力
度，营造踊跃参与、争当领军的浓
厚氛围，让一批有潜质的人才脱
颖而出。

为发挥好领军人才作用，内
蒙古国税局严格落实领军人才导
师制度。根据培养对象实际情况
确定每年学习和成长目标，坚持
每季度至少一次与培养对象进行

交流谈心，每半年与培养对象的
直属领导联系一次，帮助培养对
象完成成长目标。注重实践锻
炼，增强履职能力。加任务压担
子逐步交办急、难、险、重工作任
务。通过派出挂职锻炼、内部交
流轮岗等形式组织多岗锻炼和下
派基层培养。注重成果运用，跟
踪培养人才成长情况，持续加强
领军人才培养。 (于志刚)

□本报记者 刘宏章

春节临近，阿左旗博隆食品加工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2月13
日一大早，记者走进该食品加工园加工区，只见入驻该加工园生产豆
腐、馒头、饼子、花卷、民勤馍馍、熟食制品、肉干等各家商户都在加紧生
产；而步入加工园监控室，透过大屏幕，刘民贵豆腐，宝强面食的油饼、
麻花，刘氏酱香驼掌的卤煮、制作、包装等加工流程一览无余。

“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放心食品，自园区建成后，我们派专人入驻园
区参与食品加工园日常监管，对入驻小作坊实行统一采购、统一标准、
统一品牌、统一检验、统一配送、统一回收‘六统一’管理，通过实施远程
监控，第一时间掌握园区内生产、安全情况；并利用食品快检设备，对园
区内每天上市的每一批次产品实行免费检测，保证园区生产的食品符
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阿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贾志勇说。

该食品加工园于去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目的是从源头上解决巴
彦浩特食品安全问题。以前，阿左旗有161家食品加工小作坊，普遍存
在设备简陋、设施功能分区不合理、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为保障食
品卫生和质量安全，促进食品加工行业的改造升级，阿左旗以食品安
全阿拉善建设规划为依据，规划建设了博隆食品加工园，并出台3年补
贴全额房屋租金和50%采暖费的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小作坊入园，促
使他们改善生产经营环境，实现集约化管理、集中化生产和统一规范
监管。

“建成的园区使用面积达1.8万平方米，分为检测监控中心、交易
储运中心、商务展示中心3个中心和面食加工区、豆制品加工区、熟食
加工区、综合食品加工区（清真区）4个功能区。园区设置监控室和检
测、检验室，并进行统一检测、包装、配送和监管。”阿左旗博隆食品加工
园负责人洪雪柏说。目前，在园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商户有126家，
已生产的有90多家，小作坊入园率达82%。

记者在加工区现场看到，一排排带有玻璃的操作间整齐划一，每
家商户的操作间都是园区量身定制的标准厂房，分区规划，生产环境
干净而整洁。在从事豆腐制作的刘民贵加工坊内，干净的墙面、地板，
完善的设施，就连工作服也是正规统一的。刘民贵从事豆腐制作已有
几十年，以前豆腐加工制作基本在家中完成，设备卫生落后、产量有
限。自从入驻加工园，他和巴彦浩特镇的其他10家豆腐作坊合作成立
豆园香豆制品加工坊，全部采用流水线生产，豆腐质量、产量都严把质
量关，现在每天生产销售4千斤豆腐。

贾志勇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为从生产源头上堵住食品安全隐患，
他们除了通过网络视频实时监控，做到了全方位、无死角监管；同时每
天进行一次大检查，包括生产加工人员着装，生产环境卫生以及食品
原料进货情况和食品加工设备清洗消毒等‘两台账一记录’登记情
况，从源头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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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亮

2月 11日，正值春运高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风雪席卷乌珠穆沁大草原，草原铁路养路人为确保
旅客列车安全正点运行，与大自然展开了8个多小时
的殊死拼搏。

当日，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苏吉达巴综合车间
主任高贯忠接到通知，锡乌线330公里800米至331
公里000米、350公里800米至950米和苏吉达巴站
1道出现雪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员以雪为令，

车间班组16名职工乘坐除雪车立即赶往雪害地段。
呼啸的寒风卷起草原上枯草丛中的积雪，形成

“白毛风”，天地间白蒙蒙的一片，能见度不足 20
米。大家下车后，在除雪车的配合下，挥舞着手中的
铁锹，与暴风雪展开了拉锯战。

职工们挥舞着铁锹一个劲地往出扔，刚清除
道心的积雪，呼呼的“白毛风”卷着雪花又埋平了
道床和钢轨面，再铲、风雪再埋……大家鞋里灌满
雪粒，羊皮棉裤和大头棉鞋冻在一起，每走一步就
得高抬腿，直挺挺地放下脚。睫毛、棉帽檐挂满冰
霜，大家摘下手套，来回揉搓一下，继续与风雪战

斗。
肚里早已饿过了劲，干裂的嘴唇冻成黑紫红，全

身感觉冰凉。“弟兄们，在加把劲，必须保障客车运
行。”高贯忠舞动着铁锹声嘶力竭地喊着。

夜幕降临，风渐渐小了，经过8个多小时的连续
奋战，终于清除了线路上的积雪，看着两股钢轨露出
的光带，职工们瘫软在雪地上。

20时28分，K2012次旅客列车汽笛长鸣，安全
平稳地通过雪害地段，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驶向远方。

“旅客们终于能平安回家过年了！”高贯忠和工
友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满意地消失在雪中。

“决不让暴风雪拖住春运的脚步！”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对于乌兰察布人来说，年前必不可少的一项营
生就是压粉条。从春天种土豆开始，经过晒、打、筛、
压等工序，一定要亲自动手，为平凡无奇的粉条赋予
了新的含义：热气腾腾、长长久久、顺顺溜溜。

腊月二十七，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期宏盘乡四兴
庄光伏新村曹美云家正忙着压粉条。这天，二姐曹
先桃、表嫂曾令蓉一家一大早就来到老五曹美云家，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准备过年的一大食材——粉
条。姐妹们一聚齐就各自熟练地忙碌开了，而男主
人李福栓也到邻居家取回了必备工具——饸饹床。

李福栓一家是2017年八月十五刚刚搬进四兴
庄光伏新村的，在新家里这是第一次压粉。一人烧
水、一人和粉面、一人擦拭饸饹床。等水烧开，却又
遇到了新问题：以前在旧房子里都是用饸烙床架在
锅台上直接压的；今年搬进新家，清一色的现代家
居，没有了锅台，用电蒸锅，饸烙床的腿有点短了。

老乡寻来一块木板，邻居搬来两块砖、表嫂曾令蓉
把电锅从厨房搬到客厅，一试不行；有人又取来两个小
板凳，总算把新问题给解决了。女主人曹美云将和好
的粉面捏成合适大小的细圆条，放进饸烙床，男主人李
福栓操作饸烙床死劲儿往下压，表嫂曾令蓉将煮好的
粉条捞进凉水桶冷却，二姐曹先桃再从桶里将粉条捞
出来盘成大小合适的一坨坨端到院里冷冻。大家分工

明确、干净利落，屋里弥漫的水蒸汽热气腾
腾。

曹先桃说：“压粉这营生，人少了忙不
过来，和粉的、压粉的、把粉的，都得有一
个人，时间长了就粘了，至少得四五个
人。”小粉条、大名堂。要想完全自己手工

制作，过程相当漫长。从自家种山药说起，春种秋
收，之后将山药制成生粉，再将生粉晾干，一直到春
节前压制成粉条。尽管过程繁琐，但是土生土长的
农民还是愿意自己做。一为口感筋道好吃，同时也
寓意着“一年到头顺顺溜溜”。

小小的粉条在乌兰察布人的餐桌上不可或缺：
可炒可涮、可拌可烩，灵巧的主妇们总是会用粗细不
同、形状各异的粉条为一年到头奔波在外的孩子们
准备各色美食。曹美云擦了擦汗说：“娃娃们回来
了，给他们炒上、烩上，凉拌菜，包素包子、涮锅子，好
像哪也离不开这粉条！”

经过一上午的劳作，40斤的生粉就全部压完
了。这时候，厨房里传来炝锅声、炒菜声，飘出阵阵
香味。现出锅的粉条加上鲜嫩羊肉一炒，香喷喷、油
汪汪的，根根分明而筋道。参与压粉的亲戚乡亲围
坐一桌，开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聊聊孩子，
聊聊生活，聊聊新的一年。香味四溢中，大家开始憧
憬美好的新生活，异口同声地说：“来年发展点旅游，
生活一年比一年会更好……”

压粉条：一年到头热气腾腾顺顺溜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