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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海石化积极开
展塑料产品外包装膜优化减薄
工作，不久前，成功将重包装膜
厚 度 从 0.18 毫 米 减 至 0.16 毫
米。测试结果显示，在不影响包
装膜质量的情况下，此举可降低
5%左右包装单耗成本。图为包
装人员检查减薄包装膜封口质
量。 孔 敏 阮 晔 摄影报道

上海石化
包装膜减薄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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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益军 文/图

9月底，海南文琼高速公路通车，
文昌到琼海行车时间从原来的 70分
钟缩短至 30分钟。该项目是海南重
点工程项目，连接着琼海博鳌国际机
场路。这条公路使用了炼油销售公司
的东海牌沥青，顺利通车标志着东海
牌沥青成功进入海南市场，打破进口
产品垄断。

此前，炼油销售公司积极为东海
牌沥青在文琼高速公路上的应用做准
备。他们在得知文琼高速公路招投标
信息后迅速行动，从去年底开始，精心
准备了浙江、重庆等地东海牌沥青成
功替代进口沥青的案例，并多次与文
琼高速公路业主及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交流沟通，最终用真实案例和详
细替代方案赢得客户。

海南高温多雨，对高速公路用沥
青耐高温、黏度等指标都有较高要求，
此前使用的沥青绝大部分是进口产
品。为确保沥青质量满足工程设计要
求，炼油销售公司提前与生产企业对

接，协调50号A级沥青的生产备货工
作。生产企业积极协调配合，优化工
艺、组织生产，成功产出满足相关要求
的50号A级沥青。产品备货半年后，
质量依旧稳定，多次随机抽检结果都
满足指标要求，过硬的质量受到业主
好评。同时，炼油销售公司还加强原
料筛选，优化产品配方，确保产品指标
最优。

在文琼高速示范路铺筑前，该公
司还联合长安大学等单位进行技术方
案交底。炼油销售公司准备了充足的
样品和后备材料，文琼高速业主等相
关单位对专业服务给予好评。

文琼高速示范路中底层使用的是
50号A级沥青，面层使用的是SBS改
性沥青。面层 SBS改性沥青是中国
石化的专利，需要现场调和。6月，施
工前期，炼油销售公司派4名技术人
员到现场为业主提供生产供应、确定
铺筑方案、改性沥青生产加工等全流
程服务。20多天后，韩青英等技术人
员圆满完成任务。

施工完成后，文琼高速驻地中心

实验室、技术咨询单位和驻地监理单
位三方全面检测高速公路性能，结果

表明，使用中国石化基质沥青和改性
沥青所铺装的沥青面层渗水系数、构

造深度、芯样强度、压实度和平整度均
满足设计要求。

9 月初，台风“剑鱼”过境，炼油
销售公司技术部员工王永邦致电文
琼高速指挥部询问路面情况。经确
认，使用中国石化沥青的路面一切良
好。该指挥部对炼油销售公司的优
质服务给予充分肯定。“中国石化不
仅管售前、售中，也管售后。”王永邦
笑着回应。

据悉，今年以来，该公司紧抓市场
机遇，充分发挥沥青统销优势，资源、
仓储、物流、市场协调统筹，1~8月东
海牌沥青累计销售 607.6 万吨，同比
增长20.5%，截至目前，拥有的统销企
业已从最初的 8家增长到现在的 17
家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也 从 开 始 的
18.8%增长到现在的 29%，实现了跨
越式增长。

图为工作人员对试验路面进行现场检测。

□郑福祺

“李姐，厂里没有预约号了，客户催得紧，
麻烦您帮帮忙。”近日，化销华南物流业务员
李艳接到承运商的求助电话。她每天都会接
到这样的电话，每次都会尽心尽力帮助解决
问题。

李艳去年调入化销华南广州驻厂办，成
为一名物流业务员。虽然工作时间短，但她
认真好学，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流程。今年以
来，随着企业改革持续深入，各个驻厂办的物
流业务量不仅多了，要求也高了，为了更好地
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她总结出“五个一”工作
法，并收到良好效果。

一张白纸留记录。她将每天的订单信息
整齐抄写在纸上以备核查，并用不同颜色笔
标识。“这样，每次查找信息都十分方便快捷，
可以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李艳介绍说。

一份订单检查 3 次。根据工作流程要
求，她在订单下达完毕、发运结束、运费审核
三个阶段都会仔细核查，将系统信息与抄写
的订单信息进行比对，并做好标注，不漏过任
何步骤。

一个电话跟进到底。只要是接到开卡、
出库等关于配送订单问题的电话，她都会想
尽办法解决。职权范围内的，她立即处理；需
要其他岗位人员处理的，主动跟进协调，处理
完毕后及时给予答复。

一次提醒避免遗漏。一些承运商的配送
线路每个月只有几份订单，每次下好这样的
订单，她都会打电话或发信息提醒对方落实
取卡人信息，及时配送。

一天工作不留尾巴。为了保证当天配送
订单及时送达客户，她总会利用下班后的 15
分钟，核对系统上的订单信息，检查是否全部
处理完毕，确保没有遗漏后才离开。

“五个一”工作法让李艳的物流服务更周
到。该公司现有应用系统不支持直接下水路
和公路配送的订单，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她便
不厌其烦地联系客户经理和产品发运员，提
前做好协调工作，确保承运商顺利提货。即
使休息时间，她也及时帮承运商解决提货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张玉香 王 莉

“短板在哪儿，我们的发力点就在
哪儿。”近日，沧州炼化物资采购中心主
任吴志环介绍说，“问题导向”是他们提
升物资采购水平的有效方法。不久前，
集团公司上半年物资供应管理绩效考
核结果公布，沧州炼化定量指标全部达
到满分标准，在34家炼化企业中的综
合排名由去年底倒数，跃升为现在的与
其他5家企业并列第一，进步明显，受到
集团公司物资装备部表扬。

今年以来，该公司在物资供应管
理方面采取了多项改进措施。他们组
建专家团队，研究物资消耗规律和各
类物资采购周期，提高物资需求计划
准确性和及时性；整合资源，扩大框架
协议采购范围，提升采购工作效率；开
展自行招标和招标培训，有效扩大招
标规模、提升招标质量。

组建专家团队定良策，扩大
框架协议覆盖范围提升达标率

近日，沧州炼化物资采购中心召
开月度经济活动分析会，对10个定量
指标和两个定性指标进行分析。分析

会上，针对查找出的问题，人人出主
意、想办法，并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优
化方案。

经济活动分析会是该公司提升物
资采购水平的有效措施之一。他们针
对去年物资供应管理绩效考核指标落
后的情况，组建专家团队，并以日常持
续攻关和每月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的
方式，查找问题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他们每月列出检维修管理工单计
划提报不合格清单，将责任落实到人，
限期整改。他们还梳理了近两年物资
需求，对使用频率较高、框架协议未覆
盖的浮盘、分析仪配件等21种物资，
签订框架协议。

截至目前，沧州炼化原本落后的
需求计划管理达标率、框架协议采购

达标率、招标采购达标率三项指标全
部达到总部满分标准，其中，招标采购
达标率提升幅度近20%。

实行量化积分管理，让个人
提升和努力看得见

在沧州炼化物资采购中心8月绩
效考核中，员工马学猛以97分的高分
被评为当月A档，获得奖励。

年初，沧州炼化物资采购中心出
台了《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核目标及
评价表》，结合计划、采购、保管、过程
控制、仓储管理、物资回收等岗位工作
特点，为每个岗位定制了详细的绩效
考核方案，实行量化积分管理。积分
每月公布，奖优罚劣，并和月度、年度

评优挂钩。
分数体现了员工的工作水平。马

学猛是一名计划员，该公司对他的绩
效考核包括工作绩效和工作能力两个
方面。工作绩效考核包括框架协议采
购达标率、招标采购率、过程控制等9
个方面；工作能力考核则以管理职责
完成情况为主，包括附加工作任务完
成质量评价等。

“招标采购率达到力争目标可以
获得15分，框架协议采购达标率达到
力争目标可以获得15分……当然，考
核项目里也有扣分项，例如被基层投
诉一次扣1分，重点工作失误一次扣1
分。”马学猛介绍说。

“量化积分管理让员工对自己的
改进方向一目了然，同时也在内部形

成了‘比学赶帮超’良好氛围，有效激
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物资采购中心
副主任郑胜利说，量化积分管理实施
以来，物资采购中心员工工作质量、工
作效率等均有提升，人均分数已由年
初的72分升至目前的85分。

扩大招标采购范围节省资金，
加强监管提升招标成功率

今年以来，物资采购中心还大力
开展电子化招标，扩大物资招标采购
范围，凡具备招标条件的物资全部进
行招标采购。1~7月，该公司自行招
标采购金额达634.26万元，招标资金
节约率达16%，远超总部设定的目标。

在全面推进招标采购的同时，该
中心还积极组织招标专项培训，规范
招标方案编制，严格执行评标办法选
用原则，严格审核技术条件、商务条
件，加强招标过程监督，并将招标一
次成功率列入招标专项考核中，目前
招标一次成功率是以前的3倍以上。

截至目前，一系列措施收到实效，
沧州炼化需求计划管理达标率达
95%，创历史新高；物资框架协议采购
达标率达85%，进入总部先进行列。

沧州炼化组建专家团队，扩大框架协议采购规模，开展自行招标
和招标培训

“问题导向”提升物资采购水平

炼油销售公司以高质量产品和细致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客户

东海牌沥青成功进入海南市场 “五个一”工作法

化销华东
与标杆客户开启包线合作模式

本报讯 近期，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客户质
量，加强与关键客户合作，化销华东积极探索
营销新模式，与标杆客户达成包线合作方
式。客户选定生产企业的一条生产线，该生
产线同一牌号产品全部销售给该客户。

仪征化纤为某大型水刺无纺布生产企业
提供生产原料，但由于该公司涤纶产品生产
线多、牌号多、批次杂，特别是不同生产线之
间产品风格存在差异，生产易出现波动。针
对这一情况，化销华东积极与该客户沟通，邀
请相关人员到生产现场参观，探索包线合作
模式，并引导客户提升原料档次，将原先使用
的低档次牌号原料改为高档次同牌号产品，
匹配整条生产线产能。包线合作模式实施
后，客户月采购量增长20%。

包线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提升客户产品
质量和品牌价值，而且有利于增强客户黏性，
增加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销量。 （张云泉）

洛阳石化
成功试产树脂新产品

本报讯 近日，洛阳石化成功试产出PPH
新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聚丙烯树脂优级品
标准，可有效满足汽车制造产品轻量化、薄型
化、减重、降噪等方面需求。目前，该产品已
送往厂家进行生产试用。

试产过程中，该公司聚丙烯装置技术人
员和生产骨干反复优化参数，论证生产步骤
可行性。他们密切监控反应器压力、温度、浆
料密度等参数，紧盯轴流泵和造粒机运行，确
保生产平稳可控。检验计量中心建立新的熔
融指数试验条件，校正仪器；中控站和聚丙烯
站全力开展分析工作，做到样品随到随分
析。 （李 睿 郭新营 薛正强 姚庆宝）

化销江苏
成功开发国外知名轮胎客户

本报讯 近日，一艘装载两吨橡胶防老剂
6PPD的货轮从南京港出发，开往马来西亚
槟城港，这标志着化销江苏正式与马来西亚
知名轮胎企业开展合作。

此次客户需求紧急，化销江苏立即与生
产企业协调安排生产任务，并在短时间内完
成文件准备、系统准入等工作。针对客户提
出的包装标签要求，该公司拟定了多个草稿
并及时与客户确认，同时联系工厂安排包装
袋标签粘贴事宜，最终顺利装箱。客户对此
次合作十分满意，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王洪旭）

本报讯 截至目前，经 7个多月
推广，化销华中累计销售长岭炼化
G-树脂（聚丙烯MT20-S）5418吨，
高质量产品和优质服务得到客户好
评。

该产品是一款绿色环保树脂产
品，具有丁烯含量高、析出物少、透明
度高、刚韧平衡性好等特点，可广泛
应用于生产整理箱产品等。该产品

在前期推广过程中，出现过韧性不
足、透明度不稳定等情况，化销华中
协助长岭炼化，根据客户反馈精调配
方、微调参数，最终让产品各项性能
指标满足了客户需求。

不久前，化销华中还向越南出口
了 200吨长岭炼化另一款聚丙烯产
品——高熔指聚丙烯纤维料 PPH-
Y40，帮助长岭炼化打通聚丙烯产品

出口流程。
该产品具有无味、光泽性好等

特点，不仅可以生产无纺布制品，而
且可生产尿不湿等生活用品，市场
需求量较大。化销华中利用自身网
络优势，积极向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客户推介该产品，并最终与一家越
南客户签订合作协议。在出口过程
中，化销华中及时帮助长岭炼化解

决样品寄送、产品生产、产品装车等
环节遇到的问题，确保产品顺利出
口。

随着长岭炼化正式完成聚丙烯
产品出口，截至目前，化销华中已帮
助区内 5家聚丙烯生产企业打通出
口业务流程，为开拓海外市场奠定良
好基础。

（张拉拉 谭秋生）

本报讯 近日，巴陵石化物资采
购中心设备科收到运行部精制塔内
件采购计划，由于该批塔内件使用的
技术属商业机密，要进行独家采购审
批，并进行独家商务谈判采购。

独家商务谈判是物资采购工作
的一大难点，由于缺乏竞争，谈判时

采购方往往较为被动。该设备科员
工孙振魁收到供应商分项报价后，认
为本次塔内件采购较特殊，需要优化
谈判方式、成本核算方式及办法，建
议分加工制造和设计技术费用两部
分进行谈判。

在此基础上，他对塔内件的设

计、专利使用费用进行价格摸底并比
对历年费用；提前收集整理历年采购
数据，结合BW数据库采购数据，对
外购的紧固件、浮阀等物资进行比
对，并对材料价格和材料利用率进行
认真核实，为独家商务谈判做好充分
准备。

商务谈判时，物资采购中心相关
负责人、静设备首席专家，以及设备
管理处、财务部、审计部等部门人员
与供应商进行“分项报价逐一比对”，
最终使采购价格降49万元，较概算
价格低67万元。

（桂 坚 朱 曙 彭 展）

化销华中热销长岭炼化聚丙烯产品

巴陵石化分拆谈判降采购成本

清江石化
炼油产品销量增一成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内炼油产能过
剩加剧，市场竞争激烈，面对诸多不利因
素，扬子石化清江石化分公司紧贴市场需
求，大力增产汽油、特种油等高附加值产
品，1~9月原油加工量同比增长超10%，
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12%。

为提高生产经营水平，今年以来，该
公司结合市场需求，累计实施 24条改进
措施。他们按照“快产快销、适度库存”
的经营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经济分
析，优化测算方案，增加资源互供品种与
数量，多产汽油、特种油等高附加值产品，
使汽油、特种油销量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此外，他们还通过优化装置操作参数，使
汽油收率提高8.8%。

为拓宽产品销路，该公司结合特种油
产品特点，以稳定老客户为重点，及时调
整销售策略，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捕捉
市场信息，积极举办技术交流和产品推介
会。他们还持续改进现场管理，截至目前，
累计实施77条现场管理改进措施，有效提
升装置综合管理水平。 （陶 炎 罗 磊）

茂名石化
环氧乙烷月销量创新高

本报讯 9月，茂名石化销售中心深入
研判市场形势，结合8月以来环氧乙烷市
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实际情况，积极协调公
司其他部门及化销华南，以销定产、以产
促销，实现环氧乙烷产销两旺，2.68万吨
的销量创历史新高，居炼化企业首位，同
比增效940多万元。

8月以来，环氧乙烷市场行情良好。
销售中心加强企业走访和市场研判，了解
到部分下游企业需求量将增加的信息，及
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化工分部及时优化生
产，投用了新的乙二醇精馏塔，进一步做大
环氧乙烷产量，日产量最高超1000吨。

主动提供优质服务是销售中心赢得客
户的有效办法。9月22日，茂名工业园区
内一家企业因晃电出现设备故障，装置供
氮不足被迫降低运行负荷。销售中心得知
这一信息后，主动协调茂名石化有关单位
和部门，及时为其供给氮气，有效确保客户
企业正常生产。 （唐 耿 梁文基 彭先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