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一大早， 贵阳卷烟厂三

车间党总支书记梁正忠就来到车

间，看一看设备，跟车间工人聊一

聊技术问题、交流交流心得体会。

从 1990 年进入贵阳卷烟厂工作

以来， 梁正忠从车间动力设备操

作工干起，一步步成为技术骨干。

梁正忠所在的三车间，是厂

里的动力车间，负责为全厂生产

提供稳定的水、电、气等保障，三

十年来未出现一起因动力原因

造成的停产事故。

上世纪 90 年代初， 贵阳卷

烟厂进口了很多设备，但大多没

有中文说明。梁正忠凭借自身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将说明书

和图纸转化成大家看得懂的内

容。 从那时起，他养成了记笔记

的习惯，现在，他的工作笔记记

了厚厚 40 余本。正因勤于学习、

学有专攻，他成了《卷烟工业动

力设备管理》的主编，承担整合

资源及理论指导的重任，这本书

成书后，被确定为行业专用培训

书籍。

2016 年， 三车间一台蒸汽

设备突发故障，几名年轻职工翻

着说明书，始终找不出原因。 经

过几番排查，大家决定上报领导

更换设备。 梁正忠听说此事后，

立马赶到现场。他在蒸汽设备旁

看了看， 用螺丝刀敲了几下，听

了听。随后，他拆开端盖、清理锈

渣、上好端盖，没过多久设备就

恢复运行。“我对这些设备太熟

了， 和它们打了三十年交道，基

本一眼就能看清毛病所在。 ” 梁

正忠说。

作为车间的老师傅，梁正忠

明白车间需要什么、工人需要什

么。面对车间生产操作类职工技

能单一、退休人数增多和晋升通

道狭窄的问题， 他打破传统模

式，率先在车间启动复合型技能

人才培养工作，将锅炉、水处理、

空调、除尘 4 个岗位复合为两个

综合岗位， 培养复合型操作工

35 名。

为进一步培养人才，梁正忠

利用职工技能创新工作室，组织

开展了 80 余项以技能提升和创

新为主的课题。 2014 年至今，车

间已有 8 名技术人员取得工程

师职称，6 人取得机电类技师资

格证。

“梁书记不仅仅是一个兢兢

业业的好师傅，还关心每一个员

工的成长。 ” 车间员工张海琴

说，近年来三车间孕期女职工增

多，在车间办公场所本就紧张的

情况下，梁正忠仍为女职工建立

了“三期多功能室” ，为她们哺

乳提供了舒适、私密的环境。

“我和职工都是以心交心，

大家相互影响、相互尊重，然后

共同提升。 ” 梁正忠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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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3 日，贵州省

总工会、贵阳市总工会、贵阳市公

安局相关人员赴开阳县人民医

院， 看望不顾个人安危跳进化粪

池救人的开阳县公安局南江派出

所所长刘天周，并向他颁授“贵州

省五一劳动奖章” 。

9 月 17 日，刘天周在出警回

所途中经过南江村谷坝组时，发

现一些群众焦急地跑向一村民家

中，口中还不断呼救。出于职业敏

感，刘天周立即赶往事发地。得知

两名村民跌落家中化粪池的情况

后，刘天周立即组织人员施救，并

到化粪池洞口查看。 看到两名村

民已经失去意识， 加之化粪池洞

口太小，无法使用楼梯下洞施救，

刘天周义无反顾跳入化粪池，成

功将一名村民托举到洞外， 当刘

天周再次返回营救另一名村民

时，因吸入大量沼气昏迷。

在民警和村民的合力营救

下， 刘天周及两名村民均被送到

医院进行抢救。 两名村民中有一

人经抢救无效， 不幸遇难。 昏迷

20 多个小时后， 刘天周最终苏醒

过来。

为弘扬先进、树立典型，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贵阳市总工会报请省总工会，授

予刘天周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

章” 。 贵州省总工会关于授予刘

天周同志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

章” 的决定指出，刘天周同志在人

民群众面对危难时， 不顾自身安

危， 义无反顾跳入化粪池开展营

救， 彰显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豪

情壮志，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的赤诚和对人民警察这份职业

的坚守。

贵州省总工会号召， 全省广

大职工、 民警要以刘天周同志为

榜样，恪尽职守、奋力拼搏、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新时代贵州精神，

为开创百姓富、 生态美的多彩贵

州新未来， 谱写中国梦贵州篇章

作出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韦鑫）

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发布

通知， 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我国将在

保持居民、 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的

同时， 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

量上网电价，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

上下浮动范围， 推动工商业用户

都进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

万劲松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

即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 用户侧

销售电价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标

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

要一步。

“放开两头” 取得重要进展

万劲松说， 按照电力体制改

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总体要

求，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 方

面均取得重要进展， 集中体现为

两个“有序放开” 。

在发电侧， 有序放开全部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 我国燃煤发电

电量占比高，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在发电侧上网电价形成中发挥着

“锚” 的作用。 目前，已有约 70%

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

场形成上网电价。 此次改革，明

确推动其余 30%的燃煤发电电量

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这将进一步

带动其他类别电源发电电量进入

市场， 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

价奠定坚实基础。

在用电侧， 有序放开工商业

用户用电价格。 目前，大约 44%的

工商业用电量已通过参与市场形

成用电价格。 此次改革，明确提出

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

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

商业目录销售电价。 尚未进入市

场的工商业用户中，10 千伏及以

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量大、 市场

化条件好，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

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 届时，目

录销售电价只保留居民、 农业类

别，基本实现“能放尽放” 。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直接从

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

代理购电，代理购电价格主要通过

场内集中竞价或竞争性招标方式

形成。 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 改革的核心是真

正建立“能跌能涨” 的市场化电

价机制。 从当前看， 改革有利于

进一步理顺“煤电” 关系，保障电

力安全稳定供应；从长远看，将加

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易、 现货

市场和辅助服务市 场建 设 发

展，促进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服务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并将对加

快推动发用电计划改革、 售电

侧体制改革等电力体制其他改

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 扩大市场交易

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将燃煤发

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

行的上浮不超过 10%、 下浮原

则上不超过 15%， 扩大为上下

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 ，高

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

浮 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

长、 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说， 这有

利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

电价更灵活反映电力供需形势和

成本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

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 激励企业

增加电力供应， 抑制不合理电力

需求，改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

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不受上浮 20%的幅度限制，

有利于引导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多上浮一些， 这样可以更加

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压力，

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费； 也有利

于促进高耗能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投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

用电成本和物价水平产生哪些

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 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

电力供需偏紧的情况下，市场交易

电价可能出现上浮，在一定程度上

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 但分用

户类别看，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 规定其不受上浮 20%限制，

就是要让用电多、能耗高的企业多

付费。 其他工商业用户，单位产品

生产用电少，用电成本在总成本中

占比总体较低，市场交易电价出现

一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

加，但总体有限。

他说， 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

况， 围绕此次改革作了针对性安

排： 一是各地根据情况有序推动

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 并建立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 确保平稳

实施； 二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

段性补贴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实行优惠； 三是继续落

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

等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 此次改革特别强

调要保持居民、 农业用电价格稳

定，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没有直接影响。 如果市场交易电

价上浮， 会一定程度推高企业特

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对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有一

定推升作用， 但改革措施有利于

改善电力供求状况， 更好保障企

业用电需求，促进企业平稳生产、

增加市场供给， 从总体上有利于

物价稳定。 总体看， 此次改革对

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民

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

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

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执

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彭绍

宗说，改革实施后，居民、农业用

户将和以往一样购电用电， 方式

没有改变，电价水平也保持不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建立“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民警刘天周荣获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

三十年兢兢业业 保障安全生产

———记贵阳卷烟厂三车间党总支书记梁正忠

本报讯 10 月 13 日， 记者

从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为规范城市渣土运输秩序，保障

城市环境干净、整洁，市环境卫

生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持

续开展建筑垃圾运输专项整治

行动， 分别对全市建筑工地、消

纳场等渣土运输场所进行运输

监管和查处。

自 9 月开展建筑垃圾专项

整治行动以来， 联合执法成员

单位累计出动人 员 800 余 人

次、检查工地 145 家次，督促工

地整改扬尘污染问题 280 起，

处置突发污染事件 1 起， 处罚

共计 14 起， 下达整改通知书 5

份，处罚金额 20000 余元；检查

各区各路段周边建筑废弃物运

输车 3000 余辆次，督促整改 42

辆次 ，劝返 200 辆 ，暂扣 1 辆 ，

处罚车辆 10 辆，总计罚款金额

5000 元。

通过集中整治，市环境卫生

管理服务中心进一步遏制了车

辆超高超载、带泥出场、违规运

输等问题。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

续深入查处非法消纳、违规使用

老式渣土车辆的行为，持续开展

好整治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本报讯 今年以来， 贵阳投

控集团下属公司贵阳中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结合 “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出特色担保

方案， 着力帮助企业特别是困难

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通过深入企业调研、交流，为

企业分析行业痛点， 随后根据不

同行业的特点， 不断优化设计担

保方案，提升服务质量，通过量身

定制的专项担保服务产品及措

施，推动发挥银行优势、简化担保

流程、 实现贷款和担保服务快速

匹配的 “小微保捷快贷” ， 以助

农、 扶农为核心的政策类融资担

保服务的“助农贷” ，支持供应链

产业链上下游的“应收贷” 等业

务，让企业得到更有效、更便捷、

更高效的融资担保服务。

据统计， 自 1999 年成立至

今， 贵阳担保累计担保企业超

2950 户，累计担保金额达 120 亿

元，担保资本金累计放大倍数已

超 20 倍，取得了明显社会效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开展建筑垃圾运输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贵阳督促工地整改

扬尘污染问题 280 起

贵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优化担保方案助企融资

本报讯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能源局、人

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银保监

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贵州省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暂行办法》。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下称

“专用账户” ）是指施工总承包单

位（下称“总包单位” ）在贵州省

行政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下

称“银行” ）开立的，专项用于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专用存款账户。基

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临时

存款账户等其他类型银行结算账

户不得用于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

《暂行办法》规定，专用账户

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 总包单位应

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自主选择在工程项目所属监

管地行政区域内设有分支机构的

商业银行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

单位、开户银行签订专用账户资金

管理三方协议，项目专用账户名称

为总包单位名称加工程建设项目

名称后加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 。专用账户开立后 10 日内由总

包单位将相关信息上传贵州省劳

动用工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并报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暂行办法》明确，工程建设

领域总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

负总责，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

总包单位代发，并与总包单位签订

委托工资支付协议。农民工工资卡

实行一人一卡、本人持卡，用人单

位或者其他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

扣押或者变相扣押。人工费用拨付

周期不得超过 1 个月，人工费用的

拨付日期应当提前工资支付日期

至少 7 日。

《暂行办法》明确，贵州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贵州省劳动用工大数据综

合服务平台，作为全省集中的农民

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依法归

集专用账户管理、实名制管理和工

资支付等方面信息，对违反专用账

户管理、人工费用拨付、农民工工

资支付规定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

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支

付全过程动态监管。

《暂行办法》涉及的细则适用

于贵州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

市政、交通运输、水利、能源、铁路、

民航、通讯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

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

饰装修、 城市园林绿化等各种新

建、扩建、改建工程建设项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我省九部门联合印发新规

规范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贵阳完成上半年能耗指标数据抽查

本报讯 日前，贵阳市完成

2021 年上半年能耗指标数据抽

查工作。

为助力贵阳市工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重点耗能

企业用能管理，提高企业用能水

平， 完成工业能耗下降目标，贵

阳市节能监测站按照对重点企

业主要单位产品能源、原材料消

耗开展监测指标数据抽查工作

的要求， 开展了 2021 年上半年

能耗指标数据抽查工作。本次被

抽查的 13 家企业中， 包括 5 家

普通硅酸盐水泥生产企业、3 家

黄磷生产企业、2 家合成氨生产

企业、3 家磷铵生产企业。 抽查

结果显示，所有企业指标均满足

国家标准的能耗限定值要求，部

分企业指标达到国家标准的先

进值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章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和

践行

避免滥用药物，避免病毒感染，避免接触有害物质，避免射线辐

射，避免吸烟喝酒，避免噪音。

孕期避免致畸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