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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承揽63个创效项目，合同额实现上千万

标准化成胜南社区转型发展利器

十十九九大大精精神神宣宣讲讲进进岗岗位位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杨玉霞

标准化赢得市场信赖

12月1日，在海通·紫荆花园，
4名来自胜南社区聚园物业的员
工正有条不紊地从事保洁工作。
对他们来说，从油田物业到地方
物业，变的是工作环境，不变的是
对标准化一如既往的贯彻执行。

面对1万多平方米的车库和
140余户的地面保洁，员工们严格
执行片区承包制，在擦拭楼梯扶
手时采用“一湿一干”先后擦拭
法，既保证干净又不留水痕，就连
员工休息室和储物室内，4个水杯
也依次整齐排列，洗净的毛巾整
整齐齐晾晒在架子上。

“从地面保洁、绿化带清理、
垃圾清运到日常管理，我们所有
的工作都按照标准化严格执行。”
聚园物业紫荆花园项目组负责人
黄建萍所说的标准化，是胜南社
区一套涉及现场标准、制度标准、
考核标准的管理体系，它既是员
工现场操作的执行标准，也是对
管理者考核的规范。

在聚园物业管理现场随处可
以看到标准化的影子。车库内，大
到三轮车、配电柜，小到铲子、剪
刀、拖把都有明确的分区并有摆
放标准；小区路灯、雨雾排、检查
井及健身器材，实行统一编号，并
拥有各自的“身份证”……

正是这份优异答卷，让到聚
园物业参观的海通·紫荆花园管
理者相信他们的实力，并最终促
成了这次业务承揽合同。

同样，胜南机厂卫生院今年
将“三转三创”主题活动和标准化
建设成果相结合，形成了“接到命
令-收拾设备-查体工作-健康指

导-健康综合分析”等标准化查体
流程，既承揽了多个新增查体项
目，也赢得服务对象为其点赞。

雕刻更精准的标尺

胜南社区涉及物业、医疗、基
建、老年等7大业务，点多线长面
广的工作属性意味着精细化、标
准化工作推进并非易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把标尺
需要更加精细、精准。”张家通说，
2011年底，社区组织了100多名管
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到胜利物探
2188队学习标准化建设，这让参
观人员感触很深。

2012年，胜南社区成立了7个
标准化管理项目组，对涉及岗位
标准、业务流程的1524个管理文
件、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并整合形
成了集24项管理规范、32项岗位
职责、112项业务流程于一体的

《标准化管理手册》。按照先试点
后铺开的原则，社区从各系统选
取试点单位，形成了以点带面的
创建格局。在试点单位标准化建
设成型后，社区全面推行标准化，
这也标志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精细化发展进入了新征程。

如今，由现河幼儿园编制的
《保教业务工作标准化口诀》推广
使用后，入园、进餐、集体教学活
动等8个关键环节有了统一的操
作规范；物业编制的标准化操作
手册，让社区保修派工率、及时
率、回访率等指标均达到100%；医
疗护理行业“热心、精心、细心、虚
心、耐心”的“五心”原则，让医护
人员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优质的医
疗服务。

张家通认为，经过六年的发
展，员工们对标准化已经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标准化不仅是社
区发展的根基，也是践行‘三转三
创’的重要保障。”

循序推进终结“硕果”

今年5月，胜利油田标准化建
设典型经验现场会在胜南社区召
开，全面总结推广标准化建设经
验；作为标准化示范单位，胜南社
区承担了油田社区板块新标准体
系的编写工作，让“胜南样本”上
升为油田社区管理标准；今年8月
份，胜南社区作为矿区标准化示
范区，被东营市推荐立项为“省级
标准化综合服务项目”。

成绩的取得，源自胜南社区
标准化建设“一年一主题，一年一
台阶，一年一提升”的循序推进。
面对当前改革转型和严峻的经营
压力，胜南社区在深入开展“三转
三创”主题活动中，将今年的发展
中心确定为“标准化建设文化
年”，并首次将标准化建设上升为
社区企业文化的高度。

活动中，各单位编列标准化
重点提升项目79个，为标准化建
设提升奠定基础。其中，物业强化
一体化服务区建设、卫生规范服
务礼仪、学前教育中心标准化口
诀活动月、治安保卫中心标准化
行为习惯等项目按计划推进。

为确保活动顺利实施，胜南
社区将标准化建设与八面红旗评
比挂钩，对物业、医疗、学前工作
严格考核。成绩优异单位给予
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奖励，未
达标单位同样给予相应的处罚。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胜南社
区凭借标准化建设的硕果，让434
名员工走上外闯市场的道路，63
个项目为社区创效上千万元。

“标准化源于管理层提纲挈
领的总结，形成于员工实践中的
智慧结晶，推广于各板块你追我
赶的进取。它是胜南文化的缩影，
也是员工文化自信的根源。”张家
通说，标准化是一种态度、意识、
文化追求，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近日，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胜利油田劳模单芳，向其所在的注采
403站员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就报告中员工关心的内容进行重点讲解。连日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通
过中心组、职工大会、专题讲座、网络、微信、电视、岗位宣讲等形式，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十九大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创新创效的动力，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作贡献。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陈月兰 摄影报道

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理论中心组

举行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研讨

本报12月5日讯 (通讯
员 王东奇) 近日，胜利
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
学习研讨会，学习党的十
九大报告关于安全环保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2013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青岛黄岛经
济开发区考察事故抢险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
达学习戴厚良总经理中国
石化安全生产警示日讲
话。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杨昌江主持会议并强
调，安全环保工作要按照
集团公司要求，做到“铁面
无私、严之又严、吹毛求
疵、六亲不认”。

学习中，大家纷纷表
示，党的十九大对安全环保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
安全环保工作，着力提高人
民安全感、幸福感。通过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思想上再次受到教
育，心灵上再次受到触动，
进一步增强了抓好安全环
保工作的责任感和压力感。
集团公司党组把11月22日
设为中国石化安全生产警
示日，坚持在每年的这一天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活动，体
现了党组坚持问题导向、
狠抓安全环保的决心和意
志。

对于近期安全工作，
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郭洪
金要求，要举一反三，汲取
事故教训，求真务实地抓
好安全工作。进一步辨风
险、抓整改、强管理，深入
剖析各专业、各部门存在
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采
取更加严格、更加坚决有
力、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
举一反三抓好整改，确保
安全生产。狠抓安全责任
落实，持续推进油田HSE
管理、监督、督查、考核四
大体系建设，把责任落实
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强力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
落地生根。

杨昌江要求，各级领
导干部、各职能部门、各级
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汲取

“11·22”事故教训，痛定思
痛，举一反三，提高认识，
压实责任，以更大的力度
抓好安全环保工作。

杨昌江强调，站位上
要摆正提高，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根本指引，以
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宗旨意识，深化提升对
安全环保工作的认识。要
加深学习领会，通过提高

认识，切实自觉重视、主动
抓好安全环保工作。深刻认
识到抓好安全环保是事关
忠诚看齐的政治担当，将安
全环保工作作为政治问题
来对待，将安全环保工作作
为政治工作来抓;抓好安全
环保是履行国企责任的关
键要求;抓好安全环保是事
关人民安全的根本任务。

杨昌江要求，工作上
要抓实落地，将增强责任
心作为灵魂关键，以强化
抓责、主责、担责、专责、追
责的完整责任体系，推动安
全环保工作落实。抓安全要
抓住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
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安全
环保责任体系。要强化抓
责，把抓责任落实作为安全
环保工作的总抓手，切实形
成自上而下、层层传导的责
任链;强化主责，各级党政一
把手要切实担当起第一责
任人的领导责任，各部门、
各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
求，将责任落实到位;强化担
责，无论是主要领导还是分
管领导必须亲自抓安全环
保工作，将工作干好 ;强化
专责，落实各级安全环保
管理和监督部门的专业管
理监督责任 ;强化追责，将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齐抓共管”的原则
落实到位。

杨昌江强调，管理上
要 严 细实硬 ，以 铁 的 决
心、铁的标准、铁的手腕，
提升安全环保工作水平。
要下定铁的决心，建立最
严格制度，凡是环境保护
需要花的钱一分不少，凡
是不符合环境保护的事
一 件 不 做 ，凡是损 坏 安
全、破坏环境的效益一分
不要。要坚持铁的标准，
按照党的要求、按照制度
来做事，做到“铁面无私、
严之又严、吹毛求疵、六
亲不认”。特别是在承包
商管理上，既要坚决落实
一票否决制，又要严把市
场 准 入 关 ，加 强 过 程 管
理，做到管理把关前移，
抓好安全标、环保标、质
量标、技术标、廉洁标。要
拿出铁的手腕，特别是安
全环保监管部门必须要有
铁面、铁规、铁腕、铁心，
对安全环保落实不到位的
必须严格整改，各路工作
要做到为安全环保工作让
路。要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做到自主追求安全。要深
入思考安全环保工作，拿
出措施促进管理水平再提
升，为企业发展、员工幸福
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今年以来，面对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胜利油田胜南社区在扎实开展“三转三创”主题活动
中，以“标准化建设文化年”活动为总抓手，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中的79个重点环节操作行为，精细管理水
平显著提高。“标准化建设，已经成为根植于员工心中的文化自信。”胜南社区副主任张家通表示，通过持续推
进标准化建设，为社区在新形势下转型发展培育了新动能，其中今年已实施的63个外闯市场项目合同额达上
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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