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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属企业党建“强基提质”提升工程优秀案例

一等奖：
江苏省盐海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品牌化”让企业党建“活”起来》

二等奖：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党委：《巧用“德夫科法”防范廉洁风险》
南京盐业公司党委：《“三三三党员先锋行动”激发创新原动力》

三等奖：
瑞洪盐业公司党委：《“党建＋”行动推动企业扭亏增盈》
瑞泰盐业公司党委：《万亩银滩党旗红》

二、省属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苏省盐海化工有限公司党委
江苏瑞泰盐业有限公司第一制盐场党支部
张家港市盐业公司联合党支部

三、省属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曹风能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公司热电分公司运行车间主任
李 超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公司第一分公司精制卤车间副主任
顾黎敏 常州市盐业公司营销中心客户经理

四、省属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 磊 东海县盐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
蒋英成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淮安碱厂重碱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宁诗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公司第二分公司普通食盐分装车间

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五、省属企业优秀党组织书记

程文波 江苏省盐海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丁光旭 江苏瑞洪盐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六、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销售总公司党总支
2．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热电分公司党总支
3．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一分公司制盐车间党支部
4．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淮安碱厂石灰车间党支部
5．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二分公司普通食盐分装车间党支部
6． 瑞洪盐业公司采卤车间党支部
7． 淮盐矿业公司采输卤车间党支部
8．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机电分公司第一党支部
9． 常熟市盐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10．金坛市盐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11．淮安市盐业有限公司营销部党支部
12．宿迁市盐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党支部
13．盐海化工公司生技党支部

七、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1． 张效丰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物管部办事员
2． 徐云飞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一分公司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
3． 殷兆军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一分公司储运车间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
4． 韦 晶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二分公司质量管理部主管
5． 宗 辉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二分公司高中端食盐分装车间助理
6． 成 军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淮安碱厂石灰车间甲班值班长
7． 郭志伟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淮安碱厂重碱车间碳化主操
8． 刘 辉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机电工程分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
9． 朱 雯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销售总公司副部长
10．于永飞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采供中心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11．黄 军 省制盐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
12．任耀广 瑞洪盐业公司硝盐车间副主任
13．顾 赬 瑞丰盐业公司营销部部长
14．刘芳敏 瑞达包装公司生技安全部值长
15．祁兴玉 瑞泰盐业公司生产管理部主管
16．张春荣 苏盐连锁公司高级主管
17．黄广林 苏盐生活家公司执行总裁、党委副书记
18．杭 杰 常熟市盐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19．彭建洪 无锡市盐业有限公司南门库主管
20．胡海群 常州市盐业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工会副主席
21．郭 新 南京市盐业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22．缪 能 启东市盐业有限公司副经理
23．茆学亮 镇江市盐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高级主管
24．徐浩杰 扬州盐业公司盐政协调部副部长
25．金 扬 苏盐生活家泰州总店店长
26．卜红杰 徐州市盐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员工
27．施晓华 苏盐生活家公司淮安公司总经理
28．袁红新 淮安市盐业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29．王新华 灌南县盐业有限公司经理
30．宋延鑫 沭阳县盐业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挂职）
31．张永奇 盐海化工公司烧碱厂厂长助理
32．江 林 苏盐置业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
33．陆良成 金陵晶元大酒店工程部副经理
34．左卫杰 省盐业集团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财务与医保部负责人
35．陈 军 省盐业质量检测站检验室主任
36．刘 辉 省盐业集团副总会计师、计划财务部部长
37．叶 蕾 省盐业集团企划与品牌发展中心（国际合作部）总经理
38．朱羽川 省盐业集团食盐专营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39．张丽文 省盐业集团党建工作部主办
40．周 霞 省盐业集团办公室机要员
41．范 雍 省盐业集团离休干部

八、集团优秀党务工作者

1．辛云峰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一分公司党建工作部部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2．陈 岩 苏盐井神股份公司淮安碱厂煅烧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
3．马秀珍 瑞洪盐业公司党建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团委副书记
4．颜之博 南京市盐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第二党支部书记
5．王 磊 东海县盐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
6．李善军 宿迁市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党支部书记、经理
7．杨守高 盐海化工公司分厂党支部书记

光荣榜

忆峥嵘岁月不忘初心 担强企使命砥砺前行
编者按：“七一”期间，省国资委党委表彰了“三优一先”先进

典型，评选了省属企业党建“强基提质”提升工程优秀案例。6月

29日，集团党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员成立98周年暨“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并举办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暨党建“强基提质”工程

创新案例发布会。会上表彰了集团“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发布了

获得省属企业党建“强基提质”提升工程优秀案例，南京盐业公司

党委、苏盐生活家泰州总店店长金杨分别作交流发言。现将获得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及交流发言刊发如下。

近年来，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南京盐业公司党委面对转型发展新形势
和市场竞争新挑战，始终坚持党建领航聚
力，深入开展“党员先锋行动”和“强基提
质”工程，打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党员干部队伍，汇
聚起锐意改革、合力攻坚的红色动力，实
现了企业党建工作与转型发展“双加强、
双促进、双提升”的生动格局。2017、2018
连续两年全面完成集团下达的各项指标
任务，今年上半年累计销售小包装食盐
16241吨，实现利润400万元，分别完成年
计划的 52.73%和 66.67%，提前超额完成

“双过半”目标。公司党委被南京市商贸
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案例
被省国资委党委评为省属企业党建创新
优秀案例二等奖。

弘扬“抗雪”精神，在危急时刻彰显国

企担当。2018年初，一场暴雪侵袭南京，
时值省“两会”召开，全市上下紧急动员，
全力抗雪，创造了“一夜雪无”的抗灾奇
迹，成为南京城市管理的闪亮名片。在这
一奇迹的背后，南京盐业公司全体党员职
工6天7夜不眠不休抗雪保供，共调运、投
放融雪盐17000余吨，是2008年50年一遇
的雪灾期间融雪盐供应量的7.73倍，无论
是单日调运量、还是总调运投放量均创历
史最高。在这场“6天7夜”抗雪保供战斗
中，南京盐业公司党员干部没有一人退
缩、没有一人叫苦，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
赞誉。

弘扬“尖兵”精神，在市场竞争中奋力
攻坚。面对“盐改”后愈发残酷的市场竞
争，南京盐业公司营销团队没有被困难吓
倒，没有被竞争打垮，更激发出“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斗志和干劲。公司党委始终注
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一名党员就
是一个营销“尖兵”、就是一面战斗旗帜。
以变应变、主动求变，创新营销方式，坚决
打赢市场保卫战成为大家的共识。针对
不同的竞争对手，采取不同的作战策略，
既有团队整体作战，也有刺刀见红的尖兵
冲锋。针对销售额高、结构好、人气旺的
标杆型KA门店，以“密集火力”强力巩固
重点门店。白天以专职理货盐嫂为主力、
晚上以精干员工为主力，全营业时段有专
职专业的理货、营销人员服务，以优势“兵
力”在理货、补货、陈列、导购等方面，做到
全过程跟踪、全流程服务。

弘扬“拼搏”精神，在筑牢渠道中创优
服务。在南京盐业公司营销团队中有这

么一句话：只有拼到感动自己，才能感动
客户、赢得市场。各个营销团队定期邀请
片区客户举行联谊订购会等活动，巩固客
情、保销量、提份额；营销人员挨家挨户上
门推销产品，提升铺货率、提高销售额。
通过同等产品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
同等质量比服务，较好地巩固了食盐主新
渠道地位。面对客情维护难的市场状况，
江北公司副经理熊骏创新“帮着算、帮着
卖、帮着换”三帮营销模式，解决客户的后
顾之忧。在高端盐的销售中，市场营销中
心副经理葛颖没有退缩，她常讲：只有克服

“不容易”，挑战“不可能”，才能打好“攻坚
战”。为此，她锁定高端社区银行，加大营
销攻关力度，多次为居民举办金融和科学
用盐的知识讲座，打开了高端盐营销新渠
道，取得显著的销售业绩。上半年，全公司
高端盐销售403吨，同比增长了63.82%。

弘扬“奉献”精神，在品牌宣传中全员
发力。公司党委大力开展全员理货和品牌
宣传劳动竞赛，领导班子带头参加“全员理
货、全员宣传”活动。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
息时间，走进社区、走进集伙团膳单位、走进
政府机关，大力开展“百千万亿”淮盐品牌宣
传。市场营销中心商超主管杨敏带领团队，
进店理货、导购、促销。丈夫生病住院，她仅
仅在丈夫手术的当天到医院看护了一天。
南京盐业公司职工经常是下班到家吃口饭，
就往超市跑，赶着去理货促销，甚至带上家
人一起去。正是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奉
献精神，让南京盐业公司全体职工拧成一股
绳，在竞争加剧的严峻形势下，撑起了转型
发展新天地。

今年上半年，鼓楼店和金鹰店共实现销售收
入221万元，完成年计划的67%，其中，今年2月
新开业的鼓楼店实现销售收入150万元，完成年
计划的75%。今年5月份，我被评选为“泰州市最
美职工”，并荣获“泰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敢于筑梦，须有勤学善思的钻劲。“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面对新零售行业新的
形势，唯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才能适应市场竞
争。近几年，在集团公司、苏盐生活家公司、市公
司党委的关心培养下，我参加了集团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了国内一流教授及专家传授的前沿理
论和经典案例，同时通过自学营销知识、到优秀
门店实地取经，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我始终以
一颗感恩的心回报企业提供如此优秀的平台和
机会，充分发扬“把1厘米宽的产品，做到1公里
深”的钉子精神，努力克服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针对泰州两个门店的商圈环境和自身情况，本着
门店优势互补的原则，坚持“零售+团购”双管齐
下，并通过开展充值送礼、自媒体推介、抽奖、换
购、微群会员秒杀、拼团等互动活动，实现了消费
升级换代，提高了客户忠诚度。

勇于追梦，须有担当作为的拼劲。“责任呼唤
担当，担当更需拼搏。”为保证鼓楼店升级如期开
业，我们全力配合生活家总部组织装修、招工、培
训、仓配等各项准备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繁
忙阶段，特别是在开业前后近两个月，我平均每
天工作14个小时。正月初八开业前夕，我感冒
发烧仍坚持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早上连声音
都发不出来，7点前仍到班做好开业前的准备工
作。拼不仅要抢时间，更要拼出新业务。开发团
购业务是今年上半年的重点和亮点工作，南师大
泰州学院准备端午招标教师福利的消息，触发了
我对拓展市场的敏感性，重点学校和单位都成了
我的团购目标。我从零开始，学习标书制作，逐
个推敲，挑灯夜战，最终中标教育系统两大高校、
一所幼儿园，以及人寿保险公司、市商务局等多
家单位，仅今年端午节团购订单就超过了70万
元。接下团购订单后，我和店员们端午前一个月
天天加班加点，我们就连夜打包、分装。面对南
师大泰州学院要求2个小时卸完7个地点的福利
品，我和店员们同心协力，顶着34度的高温，顺利
完成了配送任务。

勤于圆梦，须有精益求精的韧劲。“业精于勤
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为进一步开发节
日消费，我们提前两个月印制了3000 册的门店
宣传手册，通过参加市内会议和活动时的工作之
便，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会人员等目标人群，
广发宣传单页，竭力扩大客户群体，积极主动邀
请洽谈。通过送货上门、定制服务，满足消费者
的各种需求，优化消费体验，拓展销售门路。正
是秉持滴水穿石的韧劲，目前泰州两个门店已形
成26家单位稳定的团购群体，门店运营质态良
好，品牌形象日益提升，苏盐生活家的社会影响
力不断扩大。泰州门店销售收入实现了从2016
年的80万元、到2017年的140万元、再到2018年
的214万元的“三级跳”，以及今年上半年实现销
售收入221万元的跨越式增长。

“淮”存初心 “盐”守使命

“四种精神”撑起转型发展新天地
○南京盐业公司党委

筑梦追梦圆梦须有“三股劲”
○苏盐生活家泰州总店店长 金 杨

集团先进基层党组织 集团优秀党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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