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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份蒸发量大、降水量少，是日晒盐生产的
“黄金月”。瑞泰盐业公司抢抓旺季，全员参与“大干红五
月”，以“攻单产、降单耗、抢扒盐、找市场”为重点，努力实现

“旺季旺产”。
全面动员，提升工作效率。以“三讲三查三提升”大讨论

活动为抓手，引导全体员工正确看待目前的挑战和机遇，激励
员工爱企敬业、挖潜增收。扒盐班组披星戴月抢扒盐，不扒盐
班组早晨六点就到岗，活碴除杂、整修塑布、收水投卤，640块
结晶池全部实现活碴结晶，收用不同浓度好水制成饱和卤近
3 万方。4 个后进班组通过对标先进找差距、扑下身子抓整
改，工作绩效明显提升。销售人员外拓市场抓增销，南下北上
搞调研，省内省外强协调，找销路与催货款同时发力，拓展了
福建、辽宁等新市场，已进入实质运作阶段。

产销对接，提高产品质量。组织销售人员到生产一线及时
反馈市场质量信息和客户要求，修订完善了《矿卤日晒盐作业
指导书》，严格按照质量管理流程，强化扒盐过程中的质量管
理，做到“四个坚持”：坚持“三道”除杂不懈怠，做到盐上扒盐，
盐色好于往年；坚持新卤、清卤洗盐，拉长洗盐卤水澄清路线，
应用主盐泵注水的方法，降低了盐中可溶性杂质含量；坚持分
质堆存，根据池盐质量确定扒盐顺序，实现分质堆存，为调整销
售结构创造条件；坚持责任到人，重新修订完善了扒盐堆廪质
量管理办法，明确了每道工序的质量控制点和责任人。

技术革新，减轻劳动负荷。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对有
价值的创新理念,及时编制并审定试验方案，全力保证筹备
试验经费，对试验成功的创新成果，及时编制并完善操作方
案、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组织了老卤除硫新法、清洁生产
试点、钢筋跑道支撑等试验，推广应用了盐用活碴机等创新
成果，减轻了员工劳动负荷，为降成本、增效益、稳队伍做出
了积极贡献。 （邵海林）

本报讯 近日，苏盐井神公司披露了2018 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阐述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尤其在安全
保障食盐供应、建设绿色生态企业和参与公益国防事业等
方面情况，彰显了上市国企的责任担当。

安全高效保障食盐供应。保障食
盐安全稳定供应是食盐生产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苏盐井神公司
作为江苏省内重点食盐生产企业，在
保障全省食盐质量安全供应、省级政
府食盐储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成
符合 GMP 标准的食盐生产基地，在行
业内率先应用基于信息技术的全过程
质量追溯体系，电子档案覆盖原料进
厂、生产加工、检验出厂等全过程，食
盐产品实现一袋一码一档案，可追溯
来源、查询流向和追究责任；在行业内
率先建成食盐专用矿区，采用饮用水
生产原料卤水和采用食品级产品原料
净化卤水。在建的“食用盐生产智能
工厂”，推动了传统制盐工艺向“智能
制造”技术升级，综合能耗降低25.3%，
吨盐综合成本降低 12.8%，该项目已成
功入选江苏省智能工厂试点建设项

目。通过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循环经济
研究院等高端研发平台，加强与知名院所战略合作，加入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先后研发60多种食盐产品，销售区
域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销往省外大中型连锁商超200多

家、大中型食品加工企业30多家，成为海天酱油、李锦记、
太太乐等企业的供应商。

全力建设绿色生态企业。推进“绿色制造、智能制造”
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国企彰显责任担当的重要
方面。苏盐井神公司深入实施“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战
略，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不断打造核心竞争力，开发
出一批行业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井下循
环制碱工艺”解决了制碱废液废渣处理难的技术难题，每
年节约标煤13万吨、节水420万方，公司纯碱生产成为行
业能效领跑者标杆。近年来，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改、环
境治理改造，通过持续实施“锅炉烟气排放”环保改造，在
行业内率先实现超低排放，获得国家第一批“绿色制造工
厂”称号。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大力开展文明创建、扶贫济
困、奉献爱心等公益活动，连续两届获得“江苏省文明单
位”殊荣。2018 年，先后开展了帮扶结对村---淮安区博
里镇南徐村的救助和省驻淮安扶贫工作队、淮安区慈善总
会的捐助活动，参加文明交通行志愿者行动300 余人次、
无偿献血1000 余人次。着力打造“盐化工循环经济研究
中心”和“江苏省盐业动员中心”两个军民融合发展平台，
积极开展民品转军品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储备等工作，在战
略能源储备技术研发、地下盐腔检测技术应用、复合环保
低温型融雪融冰剂开发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武 宁）

本报讯 今年以来，苏盐井
神一分公司紧紧围绕集团“3451”
行动计划及苏盐井神“33622”总
体思路，抓重点任务落实，细化工
作部署、短板补足和作风转变，树
立高质量发展意识，提升生产运
行质效，确保上半年各项工作实
现“双过半”。

抓任务细化部署。紧抓盐业
体制改革机遇，增强紧迫感。实
行任务倒排机制，层层细化落实，
全力打好“五个攻坚战”。守牢底
线红线，增强协同性。高度重视
安全质量环保工作，针对近期多
省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案例组织
职工深入学习并制定整改计划，
强化危险源辨识，严格落实环境
整治，明确“两个责任”，落实“一
岗双责”。紧抓项目建设，增强实
效性。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做到
深谋划、快实施、强考核，保证项
目创新和结构优化相结合，促进
企业高效稳定发展。

抓重点补齐短板。以申报全
国质量奖为契机，将对标行业标
杆，齐抓共管“产能、市场占有率、
成本”等方面工作，全力补足短
板，努力打造“大而强”的领军企
业。今年1-4月，盐钙生产线累
计 产 量 5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6.81%，单位总成本同比下降15.16元/吨，其中潮盐
电、汽单耗同比分别下降6.44%、11.76%，氯化钙电、
汽单耗同比分别下降14.19%、14.92%。强化产品质
量的全过程管控，提升质量稳定性，提高了氯化钙等
产品竞争力，为中东、美国、韩国市场的巩固拓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抓落实强化作风。在全公司党员干部职工中深
入开展“三讲三查三提升”解放思想大讨论暨形势任
务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坚定发展信心，提振
干事创业的精神，激发主动作为的干劲、砥砺攻坚克
难的意志、苦干实干的作风，杜绝“担当精神不强、工
作作风不实、工作成效不高”等问题，为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开创建设全国领军企业新局面奠定坚
实的思想基础。 （张为国 徐 寅）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南京盐业公司深入贯彻落实集团“百
千万亿”“淮盐”品牌省内专项行动的要求，围绕“千年淮盐 国
之瑰宝”主题，因地制宜地开展地面宣传，实现最广度覆盖、最
深度渗透，强化消费引导、群体培育和价值转换，积极为“淮
盐”销售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 KA 门店宣传维护，精准发力，优化结构。以商超
POS数据分析为基础，全员发动、全员参与、全员理货，全体员
工利用周一至周五晚18点—20点、周六上午9点-11点，以

“密集火力”针对苏果、大润发、欧尚等渠道15个重点门店，每
天开展 2 场次宣传活动，主推“淮盐”及“大清淮盐”系列产
品。目前已组织开展了 800 余次 KA 门店专项宣传促销活
动。开展高端盐劳动竞赛活动，结合人才队伍培养，以“战”代

“培”，严格绩效考核。
强化特通渠道营销宣传，个性化服务，市场化运作。紧扣

客户的关注点，对客户进行精准宣传，同时加大渠道客户开
发、维护力度，完善市场客户信息资料，采取协议合作、直营、
分销、团购的模式，以直配直送、直营方式进入超市终端，以分
销、团购方式运作传统渠道。在主城区以高校、大企业、政府
食堂为重点，积极参与食堂招标。在郊县市场，以各中学、乡
镇政府食堂为重心，量身打造个性化的产品组合和服务，采取
基础盐开路、品种盐跟进、“高端盐+非盐”增效的模式，客户
经理随车走访、配送上门，进行深度分销。

强化社区宣传推广，更新消费理念，引导消费升级。积极对
接各街道社区、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精心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一是以“吴盐如花皎白雪”为主题，大力宣传“淮盐”悠久的历
史。以“大清淮盐”“天然三零食盐”新品等高端盐为亮点，以现

场“地堆”的方式，广泛宣传“天然、纯净、品质”的产品特点，通过
买赠活动，让消费者增强体验感。二是以“琼苏玉盐烂漫煮,咽入
丹田续灵液”为主题，突出“淮盐”鲜、咸、美味的品质。深入社区
组织开展食盐知识讲座，大力宣传健康用盐理念，现场设置咨询
台，为消费者答疑解惑，强化“淮盐”在消费者心目中“绿色、健
康、安全”的品牌形象。三是联手菜篮子工程促进会，大力开展
户外地推活动。利用人群流量密集时间开展宣传，通过展示样
品、发放无纺布袋、宣传单页等，让群众更直观、更全面的了解

“淮盐”品牌，努力实现品牌宣传与价值转换的“双提升”，有效巩
固了“淮盐”主渠道地位。 （杨海兵）

无锡盐业公司
夯实基础抓服务
拓展商超提质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无锡盐业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集团决策部署，加大KA维护力度，落实针对
措施，取得明显成效。1-4月份，KA系统销售小
包 装 食 盐 325 吨 ，同 比 增 加 50.99 吨 ，增 幅 为
18.61％。

转变思想观念，变“坐商”为“行商”。面对日
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坚持“走出去”“沉下来”，
全员发动、多方联动，组织职工“动”起来。将台
前工作与幕后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组织商超
客户经理勤拜访，加深与排面管理人员的关系；
另一方面，加强与采购主管、分管负责人的沟
通，争取最大程度的支持。将场内工作与场外工
作结合起来。在加强排面、品项、供货等日常管
理的同时，通过媒体宣传、场外“淮盐”宣传，为
场内营销营造良好的氛围。将责任到人与团队
协作结合起来。压实商超客户经理的主体主责，
动员后勤管理人员，利用重大节日和周末休息时
间，就近到重点商超开展理货、导购、促销活动。

创新工作思路，变传统营销为现代营销。开
展导购营销。讲清楚加碘与不加碘、化学合成碘
与海藻天然碘、低钠与高钾的区别，引导消费者
合理选择食盐。近期，在市电视台《阿福聊斋》
栏目推出专题节目。开展文化营销。讲足“淮
盐”的悠久历史，引导消费者首选“淮盐”。开展
事件营销。抓住“淮盐”新品即将面世的机遇，
讲好每一个新品的卖点。

强化基础工作，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优
化消费场景。通过悬挂宣传牌、未加碘提示牌、协
调设置堆头、印制发放宣传单页、调整排面集中陈
列，形成视觉冲击力。细化人员考核。调整商超
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体系，加大品项、销量等关键指
标的考核权重；突出“淮盐”排面占比、“淮盐”销量
占比，对兼职理货员进行环比进步率考核，进步率
为正的同比例增加费用，进步率为负的同比例削减
费用；严格县级公司商超业务的月度考核，考核结果
与单位月度绩效工资挂钩。强化基础工作。建立8
大系统34个门店“淮盐”、竞品盐销售数据库，定期
研究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加强与苏盐连锁公司KA
部的沟通，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任 婧）

本报讯 今年以来，按照集团改革发展总体部署，苏盐井
神机电分公司积极落实职能转换，着力强化片区生产表计校
验、协助设备管理部全力实施设备检修管理和生产计量监管，
为淮安片区高质量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严把源头管控，确保片区表计设备性能可靠。对压力表、
热电偶、温度计等关系运行参数的表计逐一进行投运前校验，

对高低压电气设备投运前进行预防性试验，从源头控制和杜
绝了不合格产品投用到生产系统，保障了生产系统高效稳定
运行。在2月份热电公司7#炉大修期间预防性抽检工作中，
检出了一批铂铑热电偶产品不合格，隔绝了本批次产品进入
生产系统的通道，保证了发电设备参数计量精准。

坚持规范标准，确保片区生产设备运行可控。在仪表校
验工作中，实施规范管理模式，严格执行“五定”巡检法，即定
巡检人员、定巡检时间、定巡检路线、定巡检点、定巡检内容，
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理数据异常的仪器仪表。电气试验按照标
准化管理规定，试验现场设备定置摆放，严格执行电气试验作
业现场安全距离标准，安全警示牌醒目，操作有序、过程可控、
资料准确完善，保证了设备的稳定运行，有效提升生产系统运
行可控性。

创新表计校管，确保与“智慧井神”平台相融。公司将片
区每台设备“智慧化”编码，一台设备对应一个编码，实行全寿
命周期管理，对每台设备检修直至报废所发生的费用全，一目
了然，有据可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绘制了片区第一张完整的
高压电气一次系统图，为切实掌握片区高压电气设备布局提供
了详细的定位参考；建立了片区仪表设备一级、二级计量档案，
绘制了仪表设备一级计量配置图、二级计量系统联络图，系统
开展计量仪表的定期检验和强制检验工作，积极推进检修设备
管理融入“智慧井神”平台建设。 （董明国）

瑞丰盐业公司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狠抓风险隐患排查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瑞丰盐业公司在

“五一”期间组织开展一系列安全主题活动。
组织节前大检查。“五一”前，针对制盐主厂房主

体结构、办公楼、特种设备、电器设备、物料仓库等重
点区域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
患，制订了安全专项检查隐患责任分解表，及时下发
整改通知单，由责任部门按时间节点有序实施隐患
整改。

举办安全知识讲座。邀请江苏消防宣教中心专
家来公司举办“关注消防 珍爱生命”春季消防安全知
识宣传讲座。讲解消防知识、提升安全意识，机关全
体人员和车间班长以上管理人员参加了学习培训。

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评比活动。组织开展了
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评比工作，参评的13幅作品紧
紧围绕安全隐患和职业危害的排查治理，重点突出，
画面简洁，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意
识转变。

开展检查“回头看”。由安全管理部牵头，组织
开展节前安全专项隐患整改情况回头看，重点验证
节前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确保隐患整改措施到位。

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夯实了安全基础工作，对
存在的各项安全隐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把可
能导致安全事故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了企
业安全稳定的生产形势。 （王冬梅）

泰州盐业公司
强化“四个辐射”
释放“淮盐”文化

本报讯 泰州盐业公司按照集团统一部署，紧
紧围绕“百千万亿”“淮盐”品牌省内专项行动，以

“四个辐射”为抓手，多渠道、超广角、多元化、立体式
营造“淮盐”品牌文化氛围。

渠道辐射，扩大覆盖面。KA、BC相结合，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双管齐下开展品牌宣传。一方面组
织干部职工利用晚上和周末人流高峰期，在KA超
市开展促销，提升中高端食盐销量。另一方面在BC
推进“淮盐”专销门店创建，选择合适的位置投放平
面广告、包装陈列，作为品牌宣传窗口，以点盖面的
宣传“淮盐”文化。目前已创建“淮盐”样板店46家、
示范店22家，标准店131家。

文化辐射，提升认同感。坚持文化、文娱相结
合 ，让“淮盐”文化渗透到百姓心中。开展古代“淮
盐”文化与现代食盐安全讲座等活动，广而告之“淮
盐”品牌历史文化底蕴，树立“淮盐”健康、优质、安全
的品牌形象。开展绿色“淮盐”骑行活动，在靖江街
头宣传“淮盐”绿色健康的品牌文化。与电视台合作
举办“惯蛋进社区”活动，通过文娱活动吸引关注，通
过宣传“淮盐”所获得的荣誉，以企业软实力赢得消
费者，提高“淮盐”品牌美誉度。

城乡辐射，扩大影响力。针对竞品多、销售较差
的城市农贸市场和周边社区开展外场地堆宣传活
动，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张贴海报的方式争取
客户，以品牌文化感染客户，做到寸土必争。抓住农
村庙会、赶集的传统和消费习惯，开展假盐危害和

“淮盐”品牌宣传促销活动，使消费者认知“淮盐”卓
越品质。

融媒体辐射，彰显美誉度。传统媒体、新媒体相
结合，双线合并整合营造“淮盐”品牌形象。在传统
媒体上进行热点解读，引发市民的广泛关注。利用
新媒体灵活多变的优势，形成有益补充，通过知名网
站的专业平台推送“淮盐”软文，扩大“淮盐”品牌文
化的受众面。 （赵 璐）

瑞洪盐业公司
追求魅力质量
提升品质硬核

本报讯 近年来，瑞洪盐业公司始终以“魅力
瑞洪，以质取胜”的质量方针为指引，视质量为企
业的生命线，导入魅力质量理论，积极推行全面质
量管理模式，产品质量市场竞争优势明显提高。

放大创新魅力。围绕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培育工匠精神，提高全员质量素养，实施质
量素养提升工程，广泛开展技术创新、QC攻关、

“五小”活动，发挥职工聪明才智，促进产品质量
的提高。以提高效率、提升质量、创新技术为重
点，实施卤水净化技改、大颗粒产品、大循环一
系列技改项目。 2016 年，针对随着卤水品质下
降，导致元明粉质量不可控制，低质产品销售困
难，库存积压严重等情况，硝盐车间迅速成立

“元明粉质量提升”QC 攻关小组，并提出“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的口号。攻关后，元明粉Ⅰ类
一等品由不足50%提高至大于90%，因质量的提
高，成功开拓了纳爱斯、立白等优质终端客户。
2017 年通过进一步攻关，超低氯根 0.3%以下元
明粉实现量产，打开玻璃、造纸和日本高端沐浴
元明粉市场。

提升产品魅力。围绕“创品牌、增品种、提品
质”思路，通过技术创新，从顾客需求出发，研发出
大颗粒、超细颗粒、超低氯根、中性元明粉、印染元
明粉等特殊品种元明粉，满足了特殊客户需求。
由于瑞洪盐业公司元明粉质量远远优于国家标准
及同行企业，一些高端客户主动约单，赢得了顾客
忠诚，经常出现元明粉供不应求的局面。

强化服务魅力。通过建立顾客信息的管理机
制，增强与顾客的沟通，注重服务程序细节上的
设计。对一些优质客户、有特殊要求客户量身定
制产品质量策划方案。如：为立白公司专门设计
了一袋集装箱装车运输服务，为浙江客户 50kg
包装产品定制软兜袋包装、实现机械化方式装
50kg集装箱，既减少装车人工成本，又为客户卸
货提供了便捷服务，实现了合作双赢，充分体现
瑞洪盐业服务魅力。 （徐真菁）

苏盐井神公司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上市国企担当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厂景 施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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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盐业公司

唯有“淮盐”甄滋味 花开时节润金陵

“淮盐”进社区宣传活动 董曼莉 摄

苏盐井神机电分公司

强化计量仪表管控 助推片区高效发展

电力电缆交流耐压试验 彭万明 摄

瑞泰盐业公司

抓住“牛鼻子”苦战“红五月”

机械活碴 戴鸿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