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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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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仁 杜宗军

从天山脚下到玉龙河畔，从阿克苏到喀

什，只要是有中国石化西北油田“访惠聚”驻

村工作队走过的地方，纯朴的人们都口口相

传着“小红人”的感人故事。在孩子们童真的

眼中，这些总是一身红装、满身尘土的人们是

能带来快乐和实现梦想、可敬可爱的“小红

人”，就像当年的“金珠玛米”一样“亚克西”。

2014 年以来，西北油田共派出 139 名

（245 人次）干部员工赴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喀什地区莎车县开展“访惠聚”和精准扶贫工

作，先后开办了兴科服饰厂、实施“柯坪羊肉

上餐桌”消费扶贫等项目，出色完成了“访民

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任务。

“我就是您的亲人，您的孩子”

疫情期间，90 后的工作队员希尔·艾力

敲开努尔尼沙汗·达比提家的门。“大娘，我这

次来给您送点药品，您的腿疼好一点没有？”

“好多了，见效了。太感谢你们石油人了。”

努尔尼沙汗·达比提是玉尔其乡玉斯屯

巴格勒格村的一位独居老人，本来就是贫困

户，主要依靠低保金和退休金生活。由于疫情

期间需要隔离，老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

境。照顾老人重担落在了工作队员肩上。

希尔·艾力制定了详细的帮扶计划。多久

送米面油，哪天送蔬菜，何时送生活用品，他都

心中有数。除了照顾努尔尼沙汗，希尔·艾力还

负责了 60多户人家的帮扶任务，每天家访步

行就超过了 20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也保证每

3天去一趟努尔尼沙汗的家。每次离开，远远的

回头，总会看到老人站在门边深情望着他。他

知道，老人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自疫情爆发以来，西北石油局访惠聚工

作队成立了专项志愿服务队，9 名成员进行

了合理分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体温检测、

送服务上门等，累计为民服务 232 户次，代买

生活必需品 202 户次，急需药品买药送药 9
户次，转运饲料 2 次，修家电等其他服务 9 户

次，上报解决的困难诉求 34 户次……

“扶贫更要扶志”“立志就要爱国”

4 月 1 日，柯坪县玉尔其乡玉斯屯艾日

库木克村工作队“每日五分钟”国语课堂开课

了。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家乡”“我爱

我的家人”……在课堂上，工作队员张怀鑫一

板一眼地讲解着基本的国语，村干部一遍一

遍地跟着学习、朗诵，气氛虔诚热烈而认真。

“学习国语，重在每天坚持。”张怀鑫经过

长时间观察，总结出村民学习语言的规律，在

疫情防控初步得到控制后，他首先在村干部范

围内开设了国语课堂学习。工作队成员还与村

干部签订了“一帮一”协议书，按照工作相近原

则，“一对一”地帮助村干部提升语言水平。同

时，在每天召开的晨会上，要求村干部用国语

进行工作汇报，在工作交流中，也提倡用国语

进行交流，营造了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扶贫要扶智，扶贫更扶志。”自开展驻村

工作以来，西北油田先后设立了“启航课堂”

“枣儿国语课堂”“艾尼国语课堂”“李妈妈课

堂”等形式多样的国语学习课堂，培训了上千

人，一大批村民提升了国语水平，为他们打开

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美好生活的窗户。“爱

国爱党爱生活”，成为村民们最热切的向往，

最认可的真理。

一条“热线”心连心

“哎，这里是小红人热线吗？我是玉苏甫·

克热木，我心里难受得很，你们能帮助下我

吗？”接听电话的工作队员艾克然木·克衣木

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 5 点半。

艾克然木耐心地听着玉苏甫的唠叨，边

做着劝导，一个小时以后，那边才安静下来，

艾克然木却睡意全无，他只好起床，整理他的

扶贫日记。

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情形时常会出现在

工作队的“小红人”热线上。

“小红人”热线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开通

以来，共接到群众热线 370 余次，其中需要工

作队帮扶的 120 项困难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真正解决了老百姓的烦心事。2019 年以来，

驻村工作队建立帮扶台账 508 份，解决上学、

就业、就医、房屋修缮、秋收等困难诉求 1277
项，做好修渠、平整道路、发放课桌椅等实事

好事 391 项，累计投入资金 62.5 万元。

如今，无论“访惠聚”工作队员走在田间

地头还是乡村小巷，每一个孩子、每一个老

人，都会像对亲人一样笑脸相迎。可爱的孩子

追着，围着，叫着“中国石化亚克西”“小红人

亚克西”。2020 年 4 月 10 日，从中国石化

2020 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传来喜讯，西北

石油局“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志愿服务项目获

得“集团公司 2018—2019 年度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的表彰。

作为伊利打造“透明品质”的重要窗口，以

及对话消费者的主要途径，伊利工业旅游经过

十余年发展，成功打造为国内工业旅游的样板

平台。目前，伊利工业旅游在全国形成 3 家

AAAA、7 家 AAA、11 家 AA 旅游景区的布局

体系。

自开展工业旅游以来，伊利在全国开放工

业旅游工厂多达 34 个，累计接待游客总量突

破 1200 万人次。其中，伊利在呼和浩特总部的

参观景点分别位于金川、金山开发区，占地

22000 亩，由敕勒川精品奶源基地、创新中心、

液态奶生产基地、奶粉全球样板工厂、草原乳

文化博物馆共同组成。从青贮、牧草种植、原奶

品质把控、全自动生产流水线等多方面展示伊

利健康产品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参观者在亲眼

目睹伊利绿色、健康产品的生产全过程的同

时，还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切实感受草原乳

文化的深厚底蕴，品鉴民族乳业的爱国情怀。

随着伊利集团工业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

陆续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武汉、合肥、黄

冈、苏州、惠州、邛崃、昆明等地的 33 个工厂开

展工业旅游。同时，依照“总部定制，全国复制”

的原则，不断打造全国工业旅游管理的标准化

和一体化模式，从 2014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了景区硬件升级改造计划，全面改善参观

通道展陈形式和展陈内容，并不断对标国家景

区评定细则，提升景区管理水平。

伊利工业旅游景区从 2007 年开始，陆续

被评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共青团青

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全国首批“国家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位”等。

近期，景区又获评“港澳研学基地”“国家食物

营养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十大工业旅游企业”

等荣誉称号。 渊程诚冤

龙门煤矿：
以考代学促效果

近日，洛阳煤业公司龙门煤矿狠抓“学法

规、抓落实、强管理”落地落实落细工作，从学入

手，以考促学，提高全员学法规能力与水平，在

矿井营造了浓厚的培训学习浓厚氛围。

警示教育敲钟惊心。该矿雷打不动坚持每周

一次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播放活动，为此给

每一个区队配备了投影仪，专司播放警示教育

片。媒区将观看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作为常

态化安全管理的主要抓手和载体，通过时时警醒

教育使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安全为天的意识。

培训课堂潜移默化遥学法规活动以来，该矿

按照学法规规定的“一规程二细则二标准”的内

容，坚持每周一次公开培训课堂活动，组织管理

人员集中进行培训学习活动，以此提高各级管

理人员的安全技能与素质，真正使学法规活动

走实走心走深入。

变学为考固化入脑遥 为检验培训学习效果，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该矿下发了“学法规、抓

落实、强管理”学习题库与模拟试卷等，每天通过

调度会、班前会提问以及每旬通过网络对管理人

员进行抽考练兵，考试结果与本人的工资奖金挂

钩。此举真正触动了管理人员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并把学到的知识固化入脑，最终变成指导

安全生产实际工作的有利工具。

渊记者 任二敏 通讯员 景鸿民冤

党建项目化工程
助力攻坚创效

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河南油建

借鉴施工项目管理模式，提出“党建项目化

管理”工作思路，大力实施党建项目化工

程，让党组织工作融入到项目建设单元中，

使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凝

聚红色力量，破解发展难题，党员干部在攻

坚创效中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担当，全力

助推项目有序开展。图为党员在济南东部

城区天然气管道改线工程绿金分输清管站

现场解决施工难题。 马兰兰 摄影报道

“中国石化亚克西”
———中石化西北石油局“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志愿服务侧记

伊利工业旅游让消费者零距离感受“透明品质”

瑞安市少秀农业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于 2019 年，主营水稻、蔬

菜、水果种植，以及初级食用农产品加工、

销售。合作社位居我国黄金海岸线中段，地

处长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之间。

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古市井繁华，

商贸发达。合作社联合会积极倡导“自尊自

信、自强不息、精诚合作、同舟共济”的精

神，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依靠勤劳和智慧

共同建设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和谐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浙江元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元利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以金融

资产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化管理服务平台。基

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创新手段，为广大

机构、企业与高净值投资者提供专业、高效、

安全的理财规划、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

致力于通过优质服务优化资产配置，成为行

业领先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元利资产始终

深度发掘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制作个性化

的资产配置方案，助力市场优质项目配置资

金。

温州鸥建钢结构有限公司
鸥建钢结构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工业、民

用钢结构建筑设计、加工、制造和安装的企

业。公司秉承给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设计

图纸、提供材料、到安装一条龙服务，也可以

单独供货、提供加工服务、安装服务等。合作

模式灵活，最大限度使客户利益最大化。公司

严格按照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确

保进入公司原料和生产的建筑产品全部合

格，赢得合作过的客户一致好评。展望未来，

鸥建将继续以优质的质量、优惠的价格、真诚

的态度与您合作，努力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尽

绵薄之力！

浙江惠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惠洁物业结合“常规物管服务+绿色生态

服务+延伸运营服务”，致力于为广大业主创

造安全、整洁、舒适的居家环境，最大限度地

满足物业产权人、物业投资者实现物业保值、

增值的需求，为客户创造财富，为业主提升好

的生活质量。公司以寓安全、高效、环保寓的专

业管理和优质服务，促进了社区和街道的稳

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营造

了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双赢的良好局面。

浙江学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学金复合材料是一家专业生产 BMC 不

饱和聚脂玻纤增强塑料系列及制造加工模压

绝缘材料、绝缘件等复合材料产品的公司，产

品可根据客户要求私人订制，且公司一贯视

质量为企业发展之本，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

产，生产的产品均获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上

海电科所测试合格，通过了 ISO9001 体系认

证。未来，学金将始终本着诚实守信、强化质

量管理的方针，锐意进取，精益求精，为顾客

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更加优良的服务！为

电器行业打造出更精彩的世界！

温州原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本装饰工程是一家专业从事企事业展

厅、博物馆、纪念馆、文化礼堂、校园文化建

设策划设计、家装、私宅施工一体化的装饰

工程公司。公司拥有一批在工程施工方面

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并建立了一支训练

有素的施工团队，为快速高质量的服务奠

定了牢固的基础。公司一直秉承“诚信为

本、严格管理、铸就精品、创造信誉”的质量

方针和做精、做强、做大的发展思路，致力于

打造各领域精品工程，为您们打造一个个精

彩的文化艺术殿堂。

温州洞头中西医结合理疗研究所
洞头理疗研究所成立于 1995 年，由中西

医主任医师陈德来创建。陈德来长期从事医

疗、保健、科研工作，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陈德来教授作为中医从业者，不断开

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人

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

得十多项专利。洞头研究所始终致力于提升

群众预防能力水平，树牢“人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理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同

时加强科研能力建设，不断推陈出新，为保障

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贡献。

玉环城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城品装饰成立于 2018 年，秉承匠心、良

心、舒心的理念为广大客户创建一个温馨、舒

适、绿色的家。公司体制完整、部门齐全，对工

程的设计、施工及后期服务有一套成熟有效

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科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工

程部、设计部、销售部等多个部门在工程施工

中的多极化管理，有效的保证了工程的进度

和质量要求。

杭州恒一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临安锦城口腔诊所
锦城口腔成立于 2017 年，团队均由具有

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专家组成。所有诊所医

生均在高标准筛选后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培

养。锦城口腔创始人以“匠心精神”作为核心

理念进行团队设计和诊所设计，誓将每一个

病例都以“美观、功能、协调、稳定”为标准，在

改善口颌系统功能健康的同时，追求牙齿、面

型、笑容之完美。顾客健康、自信的笑容是锦

城口腔终身追求的目标。

杭州宏茂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宏茂成立于 2016 年，主营劳务派遣、建

筑劳务分包、木工作业、砌筑作业、钢筋作业

等服务，同时可承接市政、房建、园林等各类

工程劳务作业分包及部分专业分包。多年来，

公司不断加强全面管理，以优良的质量，满意

的服务，赢得了信誉。宏茂劳务在日常经营管

理中摸索出了一套专业高效的增值服务，在

真实反映成本和税务筹划上为建筑总包单位

排忧解难，在严格执行风险管控和保障资金

安全上为建筑劳务的上下游产业链客户在规

避风险。

浙江汉茅酒业有限公司
汉茅酒业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白酒

生产、销售、运输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公司。

汉茅酒业现主打“赖茅”系列、酱门经典系列

和贵金红系列。公司积极探索新思路，谋求新

发展，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打造百年老店，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公司基于“坚守传统保

质量、不伤饮者保健康”的企业理念，在全国

建立专业酒类品鉴连锁机构，旨在保证普通

百姓喝到正宗的平价酱香型白酒。

宁波市泰戈食品有限公司
泰戈食品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生产、

研发、销售一体化的服务型企业，经营范围包

括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鲜肉、初级农副产

品、水果、蔬菜、厨房用具的批发、零售。公司

建立以来，全体员工遵循“诚信合作、共创双

赢”的企业经营理念，团结奋斗，使企业规模

及经济效益得以长足发展，同时，形成了一套

较为完善、高效的管理机制，现已建立了较为

宽广的产品市场销售网络。

三门县佳谷农业专业合作社
佳谷合作社成立于 2019 年，经营范围包

括组织收购和销售本社成员种植的水稻、水

果、蔬菜、养殖的水产品、饲养的家禽牲畜等，

同时开展与本社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信息

服务。佳谷合作社一直追求专业化发展道路，

始终秉持“质量第一，开拓创新”的运营方针，

积极倡导“自强不息、精诚合作”的精神，通过

持续不断改进农业技术，为入社会员提供更

多的经济、技术支持，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

浙江湖州久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久久汽车创建于 2009 年，主要经营长期

或短期的汽车租赁、私家车代租业务。久久汽

车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种优质车

辆，为各大企业单位、机关部门及社会团体提

供机场接送、商务租车、婚庆用车及旅游包车

等服务。发展十余年，公司奠定了雄厚的实

力，经营租赁车辆齐全，具有国产、德产、美

产、日产系列中高档多款车型二百余辆。久久

汽车租赁致力于打造成浙江省值得信赖、具

有实力的连锁汽车租赁平台。

浙江绿鑫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绿鑫建筑将自身定位于“基础设施全生

命周期专业服务集成商”，重点承担区域整体

开发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工

作，以“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项目管理

的专业服务”为核心竞争力，重点发挥自身的

整合、集成、协调能力。绿鑫以城市更新需要

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城

市更新建设主体“想得到、用得上、信得过”的

项目管理服务公司。

义乌绚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绚彩新材料成立于2018 年，是一家集生

产、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经营范围

包括销售水性涂料、颜料、化工原料、化工产

品、包装材料、塑料薄膜、塑料制品、云母制品

等。义乌绚彩每年推出新产品，并随着市场的

不断拓展而扩大商品经营范围，涉及国内贸

易和国际贸易。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和生产

团队，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

断推陈出新。

桐庐县城南街道好美家建材商行
美家成立于 2015 年，主要经营:高端整

木定制家居，木门，木饰面，酒柜，衣柜，书柜，

地板，楼梯等一系列定制的木制产品。公司凭

借多年的生产管理经验与服务品质，经过多

年的市场经验与行业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一

个拥有成熟运营机制与品牌文化的行业品

牌。美家国际秉承着“从心出发，服务到家”的

客户理念，不断创新、用心经营，务求为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满意的服务。

浙江徐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徐良建筑通过多年建筑工程的实践，积

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经济与技术实力不断

增强。徐良建筑积极响应省、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有关劳务用工规定，加强对现有作业人

员的上岗培训，落实全员持证上岗，将公司的

建筑作业队伍打造成为适应我国建筑工程的

整建制作业队伍。今后，公司将一如继往地坚

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经营宗

旨，以优质、优产的理念，带领团队与各合作

单位携手共进。

临海市沙段水果专业合作社
沙段合作社成立于 2019 年，主要为社员

供应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组织社员水果采

购，为社员提供农产品运输、加工、储藏等服

务。沙段合作社大力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并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活

动，现已实现从进货、清洗、自动挑选包装一

条龙服务。沙段合作社严格按植物绿色环保

标准及统一的生产标准生产种植，有严格的

农业产品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完整的绿色产

品生产全过程记录，保证供应的产品质量达

到绿色环保标准。

浙江华柯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华柯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园

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环保工程，古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施工于一体的综合型企

业。业务范围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多年来

华柯始终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的施工管

理经验和完善的科学管理体系深受大众的支

持与肯定，承建的工程也多次荣获省级及地

方的嘉奖。未来，华柯会一如既往坚持用质量

铸丰碑以诚信赢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