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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本报记者 王叶敏
通讯员 李智红

今年以来，石家庄炼化聚
丙烯装置根据效益计算模型
比对选择组织生产，y-37 牌
号实现批量生产，有了新的效
益增长点。聚丙烯装置党支
部书记帅增顺介绍，这是他们
开展支部“标准+”建设工作成
为示范单位后，与登门取经的
财务处党支部联建开发的增
效利器。

“标准＋”建设是石家庄炼
化党委党建提质工程的重要抓
手。公司党委以试点运行、全
面推广的形式，推进党支部标
准化建设、“标准＋示范”建设、

“标准＋品牌”建设，进一步强
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全
面融合。

标准化建设：
抓基础工作难点

去年初，公司各支部纷纷
制定三年标准化建设规划，推

行组织建设、组织生活、党员管
理、信息台账和阵地建设五个
标准化建设，确保规定动作的
标准化实施和规范化操作，实
现组织功能作用到位、党员教
育到位、带动群众到位。基础
工作的难点成为首要解决的问
题。

质量不高、效果不好，部分
书记怕讲党课，公司就从此入
手，组织党课大赛，让各单位党
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登台讲课，
经过比赛锻炼，许多支部书记表
示：“以后讲党课更有底儿了。”

质量管理中心党员严英霞
因当班值守，未能参加 9月的
党日活动和党小组学习，次日
下夜班，主动找党支部宣传管
理员朱世平补课。“我们有规
定，未参加党日活动的党员要
在一周内到支部补课。”严英
霞说。不让一名党员落课，这
是质量管理中心党支部“标
准+”建设的一项内容。今年
以来，该支部实现党员活动参
与率100%。

质量管理中心女工多，平
均年龄偏大，部分职工学习工

作动力不足。他们从实际出
发，采取“四定、四坚持、五纳
入”来推进五个标准化建设，即
定时间、定内容、定人员、定考
核；坚持逐级汇报、一岗双责、
正向点评、讨论发言；纳入优胜
党员责任区评比、党员示范岗
评比、红旗班组评比、星级车间
评比、年终绩效考核。

通过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
深入推进，这个中心的工作得
到明显提升。他们制定的质量
先锋方案在集团公司该项评比
中排名第二；他们在公司全员
消防员竞赛中取得女队第一、
男队第二的好成绩。支部党员
领头打造的无异味实验室在集
团公司安全大检查中成为一大
亮点。

“标准＋品牌”：
党建与中心工作全面融合

在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
公司党委综合多种因素，精选
炼油运行一部、三部、五部和质
量管理中心等四个党支部开展
标杆品牌党支部创建，旨在通
过选标、育标、兑标、创标、树标

等实践创新，培育各具特色的
基层标杆品牌党支部，示范带
动其他党支部提升党建质量。

运行一部党支部提出“传
承品牌路，党建魅力行”的品牌
建设模式，以党支部建好能量
场、党小组做好能量源、党员当
好能量体全面推进。

运行三部党支部重点推进
党员“六个一”活动，加强班组
管理标准化、作业现场标准化、
岗位操作标准化的“三标”班组
建设。

运行五部从自身情况出
发，提出了贯穿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示范带动、品牌建设的

“五四三三一”示范党支部创建
体系，做好示范党支部建设的
同时，深化品牌建设，以党建创
新助力生产。

质量管理中心党支部结合
质量工作要求，创新提出“灯塔
在线，质量先锋”品牌党支部创
建模式，做好思想、技术、工作
引导，搭建学习、创优、帮扶、交
流平台，实现了有业绩、有大
师、有示范的目标。

今年 5月，财务处党支部

到“标准+示范”标杆单位的炼
油运行三部进行学习交流。
随后，财务处借鉴经验，建立
完善党支部建设规划，并逐步
实施。

“标准＋示范”：
对标学习横向赋能

以党建引领提升中心工
作，树标杆、立典型，让能量不
断叠加，是公司“标准+示范”
建设的追求。

运行三部承担着企业液态
烃分离与深加工的重任，在运
装置有2号气分、气体脱硫、烷
基化、聚丙烯等 6套。在夯实
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他们提
出“六强六力”党支部“标准＋
示范”创建路径：一是强党性学
习，提升党员示范力；二是强学
习培训，提升自主学习力；三是
强人本管理，提升团队凝聚力；
四是强班组建设，提升班组战
斗力；五是强技术攻关，提升全
员创新力；六是强典型选树，提
升形象引领力。支部党员的攻
坚啃硬精神在工作中得到充分

发扬。
通过“四必访五必谈”、师

带徒、党员责任区等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措施，运行三部党员
职工干事有热情，烷基化装置
开出高水平，聚丙烯装置差异
化生产率不断提高，气分一班
成为公司级优秀班组。党支
部之间对标学习，实现横向赋
能。

在各装置车间，标杆的影
响力不断提升，企业首席技师
石晓棠成为炼油运行五部党员
学习的标杆，党员积极参与到
石晓棠创新工作室的工作中
来，共同攻关，挖掘装置潜能，
一年创效300多万元。

基层党支部“标准+”建设
实践，完善了党支部党建工作
从标准到示范，再到品牌支部
建设的路径探索和成效检验，
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
工作的全面融合。”组织部副部
长程向平介绍，企业在现有工
作成效的基础上，将全面复制、
推广示范品牌建设，使各支部
党建工作共同提高，促进党建
提质提效真正落地。

肖 乾

在“学习强国”平台上，“习近平讲述
的故事”对“狱中八条”的内容及背景所
作的介绍，发人深思、催人深省。

被称为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是
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
公馆的革命烈士结合川东地下斗争失败
教训，对党的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所作的反省与反思。“重视党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经济、恋爱、生活作风，防止领
导成员腐化”是烈士们给出的重要警示。

从相关史料上看，当年，一些党员干
部虽然革命热情高涨，但抵不住腐朽思
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经济上不干净，生
活上不检点，腐化堕落，被敌人利用和收
买，成为可耻的叛徒。同样，今天也有个
别党员干部经不起金钱、美色、欲望的诱
惑，比奢侈、图享乐，底线失守，最终陷入
腐败的泥淖。

由此看来，生活作风和情趣绝非单
纯私事和小节，需慎重待之。尤其在价
值观念多样、生活方式多样的今天，党员
干部必须保持高尚生活追求和健康生活
情趣，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远离奢侈享乐
之风，抵得住金钱物质诱惑，立身中正、
持身严谨，清风明月不染尘。

党组织也要积极作为，加大从严治
党的力度，把监督监管延伸覆盖到 8小时
之外，帮助党员干部守初心、知敬畏、存
戒惧，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法律的戒尺、
纪律的戒尺、规矩的戒尺置于心中，处理
好各种关系，为党员干部作风锤炼与自
我净化提供动力和推力。

石家庄炼化党委将党建融入中心工作，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和标杆品牌党支部创建

“标准＋”促基层党建提质提效
“狱中八条”的启示

本报讯 海南炼化党委
结合中心工作扎实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现两手抓、两促进，以
良好业绩检验主题教育的成
效。9月27日，二套芳烃产
出合格产品，开车一次成功。

聚焦守初心、担使命，
该公司第一批主题教育 17
家单位紧扣主题主线、突出
融会贯通、强化问题导向、
狠抓整改落实，推动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目前，该公司第二批主题教
育在11家基层单位全面展
开，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
以学习教育和检视整改为
重点。

确保二套芳烃项目顺
利建成、一次开车成功，是
海南炼化今年工作的重中
之重。芳烃部把二套芳烃
开车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
果的主战场。他们合理调

整岗位人员，及时抽调各级
业务骨干补充二套芳烃开
车队伍，让荣获集团公司二
甲苯装置竞赛金牌的员工
和党员骨干现身说法，提升
开车队伍的技术水平和实
操技能，培养了一批能够独
当一面的全能型操作骨干
和掌握芳烃核心技术的技
术骨干，成为二套芳烃开工
的主力军。面对国产化催
化剂 HAT-300 在大型装
置首次应用、没有现成经验
可循的现状，组织党员骨干
开展项目攻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广大党员干部在问题面前
不回避，在困难面前不畏
缩，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叫
响‘我是共产党员’品牌，有
力地推动了中心工作。”芳
烃部部长、党总支书记修振
东深有感触地说。

（林鸿冠 许中华）

本报讯 记者彭 展 通
讯员 徐亮亮报道：近日，巴
陵石化行政事务中心党总
支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活
动，邀请岳阳市委党校教师
讲授《党和人民的“骆驼”任
弼时》专题党课，深刻阐述
了“坚持真理、务实担当，清
廉自守、忘我奉献，联系群
众、真挚为民”的“骆驼精
神”深刻内涵。100多名党
员干部认真聆听党课。

作为第二批开展主题
教育的单位，行政事务中心
党总支落实“拓展延伸学”
的要求，为中心160多名党
员发放《初心与使命》一
书，要求党员认真学习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
年始终如一、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事
迹，切实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认真做好
各项工作。

青岛液化天然气公司
大练兵培养人才

本报讯 近日，在集团公司液化天然
气储运专业竞赛中，青岛液化天然气公
司选手斩获金牌、银牌各1枚，铜牌2枚，
包揽本专业6个奖项的4个。

山东LNG项目建设之初，青岛液化
公司就把“出经验、出成果、出人才”作为
重要任务和建设目标，致力打造中国石
化LNG项目人才基地。他们开展“抓学
习、夯基础、练内功、强素质”大练兵活
动，依托专业培训单位开展培训，探索建
立培训效果评价机制，开设LNG大讲堂、
中层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基层生
产单位坚持每周一课，培养了一批LNG
技术骨干。青岛LNG接收站自2014年
投产以来，青岛液化公司职工两人获集
团公司二类技能竞赛金奖、1人获闵恩泽
人才奖。 （袁 芳）

●立足岗位学习陈俊武先进事迹
10月上旬，茂名石化热电分部电气

二车间党支部积极组织全体车间员工认
真学习陈俊武同志先进事迹。通过学习
和讨论，员工一致认为，陈俊武同志一生
为党为国的家国情怀，敢为人先、勇攀高
峰的钻研精神，专注踏实、精益求精的工
作作风和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高尚品
格，值得每一名员工深入学习并落实在
实际岗位工作中，为安全供电保供贡献
自己的一分力量。 （柯思恩）

●党员干部深入装置区查隐患
近日，中原油田普光天然气净化厂

组织开展“查安全、除隐患、保运行”主题
党日活动，党员干部深入装置区，对重点
区域、关键部位进行督查，对设备运转情
况、现场跑冒滴漏、仪表及电气完好性等
方面进行专项检查，积极整改，消除安全
隐患，全力保障装置安全平稳运行。

（胡海光）

●中原石化建立高校实习基地
9 月 25 日，郑州大学本科生实习基

地在中原石化挂牌。中原石化与郑州
大学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以基地成立
为契机，通过资源高效整合，进一步加
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校企合
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 （张 良）

●启东石油加强轻资产站党员管理
江苏南通启东石油党支部切实加强

轻资产加油站党员管理，优化党员定点
联系油站名单，将优秀党员与老党员充
实到 10 座轻资产站，每月定期指导检
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油站安全运
营管理。 （钱玉红 陈明军）

●结合实际强化党员主题教育
河南油田油服中心特车大队党总支

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学习
强国”等平台强化党员教育。学习中，突
出问题导向，聚焦油田改革发展、减亏增
效等突出问题及职工群众关心热点，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以致用，在生产经营
中担当作为，勇破难题。 （鲁海涛）

郑金国 赵 欣 朱春江

“自从在阀门上设立标尺
刻度，掺稀精准到每小时0.1立
方米的级别，调整更方便快捷
了。”10月 9日，在TH121138
井，员工李树杰满脸喜悦，“这
都是联建支部党员的功劳，现
在再也不用担心油井‘血脂
稠’了。”

TH121138既是高产井，
又是问题较多的稠油井，解决
不好，它就闹情绪。为了确保
该井稳产，联建的西北油田采
油二厂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
和代运行单位中原储运党支

部的党员一起集思广益，开出
了一个个稳产“营养套餐”。

该井掺稀比大，为节省稀
油、提高产量，管理区下达了
严格的掺稀比，不能高也不能
低。今年2月，该井接连两次
返稠油，造成停井处理，严重
影响了产量。

生产上的难题，就是党员
攻关的重点。在支部联建交
流会上，管理一区党支部副书
记、经理杜林辉和中原储运党
支部书记协商，一区党支部派
一名技能过硬的老党员王建
帮忙解决问题。他经过反复
摸索，通过建立标尺刻度，掌

握了调参最佳区间。截至目
前，该井保持高产状态，再没
有“血脂稠”现象发生。

TH121138 井属典型的
碳酸盐岩缝洞型油藏，油井在
开采过程中，容易造成油嘴堵
塞形成肠梗阻。联建支部选
派党员、高级技师吴登亮领头
攻关，双方党员多次上井探
查，一起研究出“强磁过滤器+
防砂油嘴”工艺技术。有了这
项技术做保障，油井健康运行
周期最长达到 155天，运行 5
个月来增油1000多吨。

外输原油离不开水套炉，
为确保原油正常外输，联建支

部党员承担起水套炉维护保
养任务。支部成员分成三班，
每班到该井进行维护保养一
周，解决水套炉随时可能出现
的问题。据统计，今年以来，
联建支部党员清理水套炉烟
道、维修更换阀门等 40 多
项。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
TH121138 井没有出现因水
套炉导致的停产。

“支部联建带给我们太多
的惊喜，双方党员工作中既比
着干又密切合作，精神状态饱
满。”杜林辉说，“在双方党员
的带动下，我们今年完成原油
生产任务不成问题。”

孔庆红

10月 3日，我收到北京老
朋友九劢发来的视频。看着
美轮美奂的北京天安门，以及
广场上造型精美的花坛，照片
布局巧妙，是个人作品中的佳
作。

我的朋友九劢是一个喜
欢拍摄国庆花坛的人。他是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是地地
道道的石油人。

这一份如约而至的礼物，
我知道其中的用心良苦。特别
是这5年来，老朋友生病之后，
身体无休止的疼痛和行动上的
不便。疼得厉害时，要盘算药
效的时间和拍摄一个花坛来回
的时间，像一个刚学会算式的
孩子掐着指头算。有时候一次
只能拍摄一个花坛，往复几次

才能完成所有的拍摄。
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个70

岁的老人每年国庆节都要排
着队（有时长达两小时）登上
天安门城楼完成俯拍。我懂
得这里面的艰辛，这里面的坚
持，也懂得这里面的深情。因
为懂得所以欲言又止，没有说
出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不
要拍了，不要爬上天安门城
楼，不要走那么远的路，不要
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等待……

老朋友是地地道道的北
京人，更是扎根在胜利油田的
石油人。带着对北京的深情
和眷恋，1968年，他离开北京
来到条件艰苦的青海油田，一
待就是18年。当年的北京文
弱书生变成与天斗、迎风吼的
西北汉子。1986年随着石油
大军的转战，他又来到胜利油

田参加孤东会战。不论在哪
里，他都保留着这个兴趣爱好
——摄影。

从最古老的相机和胶卷，
到后来的傻瓜相机，再到后来
的单反和数码相机。他会拍
石油人在苍凉广袤的油井工
作的剪影，也会拍工休时间在
简易房蹲着吃午饭工友的笑
颜；他会拍小工友结婚，简陋
朴素的婚礼，新郎新娘在艰苦
岁月里的幸福时刻，也会拍工
友孩子澄澈的眼睛；他会拍黄
河边上那一轮落日圆的壮美，
也会拍芦苇飞舞的湿地。

读到这里，我想你们会明
白他20年坚持到天安门拍摄
国庆花坛的缘由。作为石油
人，作为北京人，他对生活深
深地热爱，他拍摄的影像是对
这片越来越美好土地的记录

和赞美。
而我，也积攒了珍贵的财

富：是宝贵的影像，也是这分
执着背后深深的情义。

今年的视频我依然看得
仔细，怕漏掉老朋友千辛万苦
的点点滴滴。看着视频最后
字幕：九劢老伴录制，九劢剪
辑，献给美丽伟大的祖国。我
照样在微信里为老朋友竖起
大拇指，无须多言，心照不
宣。当他不能冲锋在前时，他
仍然会在家人的支持下完成
这样精彩的作品，无论是专业
还是敬业，不输！

爱拍国庆花坛的石油人

支部联合攻关解稠油生产难题

10月以来，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员工向“时代楷模”陈俊武学习，各单位通
过主题党日、线上学习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员工以陈俊武为榜样，汲取力量，不畏艰苦、勇于担
当、攻坚克难、敢于创新，为采油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图为采油管理二区注采 201站员工通过
微信平台集中学习陈俊武事迹。 李超君 摄

学习陈俊武先进事迹

以良好业绩检验成效

专题党课解读“骆驼精神”

中原石油工程管具公司党委始终把有效解决生产经营中的
难点作为基层党建融入中心的抓手，搭建特色党建品牌平台，鼓
励基层党组织围绕市场开拓、降本增效、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等立
项攻关。图为 10月 9日，中原项目部党支部第一党小组成员围绕
优化井控装备配套方案进行讨论。 赵奕松 摄

海南炼化：

巴陵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