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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1日起，齐鲁石化塑料
厂成品车间包装线维修业务和
人员，优化整合至运维中心。据
了解，专业化重组基本完成后，
齐鲁石化着力推进三项制度改
革，精简机构、提高效能，建立精
简高效的管理体系、运行体系。
2018年至今，齐鲁石化按照“先
后勤服务单位、其次专业机构、
最后辅助生产单位”顺序，再减
少处级机构11个、降幅22%，减少
基层科级机构111个，降幅21 .6%，
优化整合岗位334个。

近年来，齐鲁石化持续推进
专业化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再
造业务流程，先后对热电、水务、

储运等16个专业进行重组，涉及
人员7700余人，彻底打破“大而
全、小而全”的管理壁垒，形成

“大专业”的管理格局，进一步激
发内生活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企
业效益大幅提升。齐鲁石化建厂
50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企业
提质增效升级。为突破发展瓶
颈，齐鲁石化坚持顶层设计，认
真听取一线员工的意见建议，形
成“加快推进实施专业化重组，
最终实现核心业务做优做强”的
总体思路。重组之初，面对干部
员工的疑虑、担忧，齐鲁石化自
上而下深入开展“面对深化改革
如何看、怎么办”全员大讨论，将

形势任务教育贯穿重组全过程，
讲形势、转观念、传压力，激发干
部员工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生产运行维护中心重组，把
全公司的机电仪力量拧成了一
股绳。GB1201压缩机是乙烯装置
的心脏，投运20年来，检修工作
全部外委完成。2017年大检修，
重组后的运维中心组织精干力
量，首次实现了对GB1201压缩机
自主检修，并成功消除制约装置
长周期运行的顽疾。2018年，齐
鲁石化乙烯装置平均小时产量
提高到99 . 15吨，创历史最高纪
录。GB1201压缩机检修项目负责
人李震感慨地说：“重组后，专业

人干专业事，技术力量可随时调
配，开展跨区域技术攻关，许多
外委的活儿都转为自己干。”干
部员工逐步感受到了重组带来
的效应和变化。截至今年6月底，
用工总量比专业化重组前减少
2590人，人工成本利润率大幅提
升，实现员工、企业共赢。

专业化重组是长期作战，专
业化运行是系统工程。齐鲁石化
建立专业化重组问题协调、工作
督办与考核激励等三项机制。公
司领导带队，主管部室牵头，开
展专业化重组“回头看”。在“回
头看”过程中，以保障生产运行、
提升效率效益为出发点，切实发

现并解决问题，理顺专业管理机
制，先后实施了运维中心电气实
验室、热电厂动力管理计量业务
调整、乙烯动力站区域资源优化
等业务整合。同时，结合专业化
重组后的管理急需，编制业务流
程手册，理清理顺400多个业务
流程，标注关键环节形成的工作
表单760个，并对公司800多项业
务进行重新划分。

“重组再优化后，各项工作
效率不断提升，工作明显提速，
更好地助力企业发展。”齐鲁石
化企业管理处处长陈维斌深有
感触地说。

(刘芳芳)

齐齐鲁鲁石石化化专专业业化化重重组组激激活活发发展展新新动动能能
2018年至今减少处级机构11个

在繁忙的企业里，企业主
不出办公室，就能办理中国银
行对公账户的开户；在行政服
务大厅，刚刚注册公司的法人
不必再跑银行就能实现中国银
行对公账户的开户……

近日，随着中国银行淄博
张店支行全市首笔移动柜台对
公开户业务的顺利办结，标志
着该行对公账户开户的“一次
办”、“便捷办”工作走在了全市
金融机构的前列。

“移动柜台”听起来并不陌
生，广泛用于各金融机构外出
开卡、上门激活手机银行等服

务，给客户带来了快速、便捷的
金融体验。但是这些都只是针
对于个人客户，那么将“移动柜
台”搬出银行，用到对公开户
呢？

“都说对公开户很麻烦，没
想到中行的工作人员上门，用
他们的设备进行操作，全部完
成后接着就能办好对公账号和
企业网银等，感觉很便捷，大大
节省了我们客户的时间。”参与
该行首笔对公开户试点的高新
区赵先生对记者说。

提升客户的金融体验，助
力行政审批工作“一次办好”是

中国银行淄博张店支行此次
“移动柜台”创新、升级的初衷。

“为了使在行政服务审批
中心的注册的企业，不再跑银
行，实现“一次办好”，我们就向
市行提出了利用移动柜台实现
开设对公账户的需求。”张店支
行营业部副主任赵永娜对记者
说。

据该行对公账户经理翟健
介绍，“移动柜台”业务由总行
统一研发，它能够实现一站式
化解需求、智能化信息采集以
及立体化的风险控制。从上门
开户、一窗融合再到反哺柜台。

既实现了“端对端”交易直通，
也实现了电子化的信息采集和
确认。

针对对公开户业务，“移
动柜台”又增添了一个新板
块，凡是中国银行的新客户，
在办理基本户和一般户时，
只需准备好营业执照、身份
证等开户资料，该行员工通
过拍摄客户资料将客户信息
自动映射至开户界面，解决
了核心系统一个交易码仅能
办理一个业务的情况，一个
界面即可完成企业网银、银
企对账、对公短信通、回单服

务的签约工作，并成功一次
配发企业USBKey、开通单位
结算卡、打印印鉴卡。

移动柜台对公业务的顺
利投产是中国银行淄博张店
支行网点运营服务模式的新
征程，大大简化了开户流程，
解 决 了 上 门 开 户 的 工 作 难
题。下一步，该行将继续紧跟
总行科技引领的脚步，着力
构建智能服务生态，为智能
柜台的推广与业务优化提出
意见，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
智能、便捷的服务。

（张田）

中中行行““移移动动柜柜台台””企企业业开开户户一一次次办办好好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胡泉 见习记者 王建炜 通
讯员 王琦) 25日6时许，天
空阴沉，气温十分闷热。在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法警整
装待命，警车警灯闪烁。“出
发！”随着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警支队支队长曹勇一声令
下，全市两级法院集中拘留、拘
传专项行动正式开始。

早晨6：50，在张店区世
纪路南首一小区，法警一行
来 到 了 被 执 行 人 汪 某 的 家
里。据执行法官介绍，该案是
一起劳务纠纷案，被执行人
汪 某 曾 是 一 个 小 包 工 头 ，
2013年拖欠农民工工资四万
七千余元，2017年案结后启

动执行程序，汪某曾承诺还
钱，但一直未还。

法警来到汪某家中时，
他还在睡梦中，身上只穿了
一件短裤。看到法警和执行
法官，汪某一脸了然，没有提
出任何疑问。

汪某始终一言不发，沉默
地穿衣，还喝了一杯茶。在穿鞋
时，他忽然对着法警大声的说
道：“有必要这样吗？”

执行法官立即回应：“我们
联系你不止一次两次了，当时
你是怎么跟法院承诺的，你想
清楚了再说话。”

随后，汪某被戴上手铐，
执 行 法 官 宣 读 了 法 律 文 书
后，汪某随即被押上警车。

整整一天，全市两级法
院的警车一直奔跑在路上。
对于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老
赖，淄博的执行法官和法警

将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法
律的利剑高悬，绝不允许任
何人践踏法律的尊严。

据统计，截止到16：00，
全市两级法院共拘留、拘传
失信被执行人57人。其中，淄
川法院19人，沂源法院12人，
高青法院8人，周村法院6人，
张店、高新区、桓台法院各3
人，博山法院2人，临淄法院1
人。

淄博两级法院集中拘留、拘传专项行动正式开始，一天抓获老赖57人

44..77万万元元农农民民工工工工资资拖拖66年年，，老老赖赖被被拘拘留留

本报讯 25日下午，淄川
突发暴雨，一女子在路上查看
积水情况时，被水流冲到停在
路面的公交车下，溺水身亡。

25日下午16时许，淄川区
下起暴雨，降雨持续20分钟左
右。一些路面上的积水已经很
深。现场一位救人的市民说：

“因为当时该路段的积水已经
达到20公分左右，铁路桥下积
水可能会更深，所以公交车一

直停着不敢启动。而溺亡女子
的车在公交车后方，估计她想
观察前方路况，可是刚出车门
没过几分钟就被水流冲到了公
交车下。因为女子冲到车下后，
正好卡在公交车与路面之间，
加之路面积水比较急，所以女
子几乎没法呼救。当附近店铺
的老板看到有人被冲到车下
后，立即报了警，并且赶过去救
人。随后赶到的是公安、交警、

消防人员接着城际救援队的人
也赶到了。大约20分钟左右，将
女子从车下拉了出来，但已经
没有了呼吸。”

事情发生后，张博路路
段发生了短时的交通拥堵，
1 7时许，又有交警和公安赶
到了现场，对现场进行了封
闭。大约到18时左右，道路恢
复了畅通。

(本报记者)

暴暴雨雨中中女女子子被被冲冲入入公公交交车车底底身身亡亡
事发淄川，公安、交警、消防、救援队、市民合力营救20分钟未挽回女子生命

张店区凯瑞小学：

开开展展主主题题党党日日观观影影活活动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凯

瑞小学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观
看电影《邹碧华》。

影片根据法官邹碧华生前
事迹改编，展现了他始终秉承

“公正为民、敢于担当、忠诚敬
业”的职业精神 ,他坚定信仰、
忠爱事业、不畏困难,带领同事
坚持司法改革 ,将一生都奉献
给了人民司法事业……

观看完电影后，大家都

深深为邹碧华同志对党、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执着
的理想信念追求所感动，纷
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
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学习
他公正为民、忠诚敬业、勇于
担当的精神，将“邹碧华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好
本职工作，为单位的又快又好
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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