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威军

事故的发生究其根本，是人的不安
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失去控制而造
成的。这需要通过管理手段来控制。

管理人员要强化责任落实。要
在增强对安全责任重要性的认识、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发挥
好“头雁”的引领作用。各级安全负
责人作为“头雁”群体，具有很强的示
范引领作用，各级领导如果思想上松
一寸，自己的行为就会宽一尺，而员
工的行为就会跨一丈，只有一级做给
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才能形成
抓工作、干事情的整体合力。

分析安全事故，绝大多数存在责
任不落实的问题。预防事故，落实责
任是重点，也是难点，更是关键点，而
责任心是责任制的灵魂。实践证明，
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多么先进的设

备，多么现代化的方法，在操作层面
都无法替代人的责任心。

在项目执行中，要强化风险识
别。这需要紧紧抓住 3个关键，督促
管控措施落实。

一是要紧紧抓住风险识别管控
这个关键。安全风险识别、分析是一
项常态化工作，要以有效的形式开
展，如每天班前会开展JSA工作安全
分析。但要注意，关键是要把这些好
的做法落到实处，不搞形式主义，让
全体员工增强主动防范意识，对自己
负责把控的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
手中有策。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每一

项作业都有事先分析和管控措施。
我们还要着力构建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闭环管理机制，阻断
由“风险”到“隐患”，再到“事故”的过
程链条。

二是要紧紧抓住现场监督检查
这个关键。分析以往的安全事故教
训，往往是现场直接作业环节出现了
疏忽和漏洞，“魔鬼躲在细节里”。这
些疏忽和漏洞，如果不亲临一线、躬
下身子、带上放大镜是发现不了的。
因此，各级管理人员不论什么时候，
都要多看现场、多跑现场，要把直接
作业环节的监督管理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按照三个责任体系的不同分
工，夯实“三基”工作，严抓三项纪律，
狠反“三违”现象，根除“低老坏”。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任
何不经意的小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大
事故，管理人员要始终有一种危机
感，绷紧安全这根弦，努力消除对一
般小差错、小违章不以为然的思想隐
患，扎根现场，盯在一线，督促员工养
成一丝不苟的安全习惯，才能保持公
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是要紧紧抓住提升协作管理
水平这个关键。协作单位的管理岗
位人员履职能力、管理水平，作业人

员安全质量意识、技能操作水平、遵
章守纪和辨别风险的能力，与公司安
全工作成败息息相关。

我们要坚定“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理念，强势管理，重点把安全理
念和要求真正地宣传贯彻到协作单位
的每一位员工，树立“安全就是效益”
的共同经济观，以严管理、严考核、硬
兑现，倒逼协作单位强化自主管理，完
善自我约束机制。只有协作单位形成
相同的安全价值观，从被动接受管理
变为主动参与管理，才能成为真正意
义上长期的、可持续战略合作伙伴。

（作者单位为炼化工程集团宁波
工程公司宁波天翼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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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竞赛新闻摄影竞赛
长城润滑油杯长城润滑油杯

□郑 扬

“各位技术核心组专家，埋地
PVC（聚氯乙烯）水管线漏水，有何技
术手段可以测到漏点，避免大面积开
挖造成损失？”在炼化工程集团中科
项目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的消息群
中，有人发消息询问。

很快，炼化工程集团南京工程公
司、宁波工程公司等各家的“技术大
咖”纷纷在群里给出了专业性的意见
和建议。

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是由炼化
工程集团技术部组织，以大型项目为
载体，以各个现场项目总工程师、质
量经理为主体成立的。核心组的成
立，为现场子公司项目部协同共享公
司技术和管理资源，相互支持，提高
施工质量和水平搭建了平台。

交流学习的平台

“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起到的最
直接作用是方便了组里各子公司技
术管理人员之间交流学习。”相关负
责人介绍。核心组建立了常态化的
工作会议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分析

项目技术管理工作不同阶段的协同
要点，梳理各项目部面临的各类问
题，分解工作、分工协作，统一意见，
共同做好项目技术管理工作。

核心组消息群的建立，为施工技
术的日常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文
章开头的一幕，在各大项目核心组的
微信群中，经常发生。

除此之外，核心组还经常组织
各项目组之间的参观交流。在中科
炼化项目的一次预制场参观中，十
建公司的预制场负责人在五建公司
预制场发现了“宝贝”——有轨材料
运输车，便立刻拍了照片，了解了安
装价位、操作功能，随后向公司部室
汇报。

“在材料运输上非常方便，我们
也想做一辆。”他说。这样的参观提
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真正发挥了协
同优势。

协同提高的平台

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的成立，还
让炼化工程集团各子公司技术管理
资源的共享成为可能。

“在大型项目上，施工技术管理

核心组的顺利成立、运行，让参建单
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顺畅，在
技术管理工作上的合作和共享越来
越多。”炼化工程集团总经理助理、技
术部总经理肖雪军说。在中安联合
煤化工项目、中科炼化项目、大连恒
力石化项目上，核心组均开展了技术
管理工作的交流。

大连恒力石化项目有两套相同
工艺的对二甲苯（PX）装置，分别由
南京工程公司和四建公司承建。南
京工程公司项目质量负责人刘松和
四建公司项目总工程师赵林是一同
奋战的“战友”。在核心组的协调下，
两家项目技术部协商，在管道试压包
划分、专业技术方案制定、塔器等大
型设备吊装方案策划等方面分工合
作、资源共享。既节约了人力，提高
了技术水平，又在吊车的站位、吊装
顺序、钢结构的预留等方面实现了统
一规划，避免了返工的情况，提高了
工效。

创新合作的平台

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结合项目
实际情况，以“提升巧实力、增强软实

力、打造硬实力”为目标，还开展了多
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

在中科炼化项目现场，由五建公
司牵头，“高效施工工装技术研发”课
题立项。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的部
分成员单位，如宁波工程公司、南京
工程公司、四建公司、十建公司，共同
组成研发团队，在总结、应用、推广已
有先进工艺装备的同时，研究新的工
艺装备。

比如，施工机动焊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就依托了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
的工作来开展。在中科炼化项目，核
心组多次组织子公司到五建公司管
道预制厂参观，就无轨导向全位置爬
行焊接机器人在中科项目储罐焊接
方面的研发进展及应用成果进行交
流，并组织其他子公司观摩学习焊接
机器人的现场应用。

一家研究，多家参谋；一个创新，
共同受益。这是施工技术管理核心
组作为创新合作平台所起到的作用。

标准化应用提升的平台

2017年 9月，炼化工程集团一体
化技术标准体系初步建成。此后，该

公司一直努力完善技术标准体系。
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项目现场的经
验，近两年所编制的10项施工技术标
准和施工技术管理标准，均通过施工
技术管理核心组工作会议，由一线专
家审查后发布。这既反映了一线专
家意见，又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
适用性。

单以中科项目的核心组来说，共
负责 20项左右公司技术标准补充或
修订，宁波工程公司、南京工程公司、
四建公司、五建公司、十建公司各负
责 2～4项。目前，《大型桁架梁式塔
内件安装通用施工工艺》《管道氩弧
焊充气式封堵施工工艺》《高压管道
焊缝感应式热处理施工工艺》等技术
标准已经审查发布。

“我们希望，通过核心组的平台，
大家能够在炼化工程技术上，共同努
力，携手向前。”关于施工技术管理核
心组的未来，肖雪军说。

本报讯 近日，广州石化公用工
程部人员通过旧泵利用和流程优化
改造，解决了污泥转输的难题，大大
提高了污泥转输效率。

按照公司要求，均质罐内污泥
要在10月装置检修之前全部清空，
为大修期间提供足够的缓冲罐容。

由于均质罐原设计没有污泥转输流
程，设备主管张超带领污水技术组
成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6月，技术人员在均质罐底部排
泥管末端接了一条软管，利用污泥
重力自流的作用让污泥成功装车，
但随着均质罐内污泥量的减少，该

方法装车流量越来越小，耗时越来
越长，按时完成污泥转输的压力越
来越大。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讨
论，但一时没有找到最优方案。

“利用正在迁移的旧 1号离心
机的进料泵作为均质罐的临时出料
泵，同时优化改造污泥装车管线。”

经过反复研究，张超提出解决方
案。经讨论，技术小组一致同意这
条建议，立即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并施工。

优化改造后，机泵运行参数正
常，污泥转输速度提高了3~4倍。

（黄敏清 李亚军 陈 麟）

人物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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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石化利用旧泵解污泥转输难题

湖北化肥
投用氯离子脱除装置

本报讯 近日，湖北化肥公司烟气脱硫系
统氯离子脱除装置投用，系统中氯离子含量
得到平衡，不仅消除了制约煤锅炉长周期运
行的安全环保隐患，而且确保了环保副产品
硫铵料液外销实现常态化。

烟气脱硫系统中氯离子主要来源是煤
燃烧产生的烟气和工艺水。公司通过硫铵
生产中和部分氯离子，但系统中仍有氯离
子不断聚集，腐蚀设备管道管件，影响烟气
脱硫装置和硫铵系统稳定生产，成为制约
锅炉长周期运行的瓶颈之一，甚至还带来
安全环保隐患，被列入绿色企业行动任务
清单。

该项目将含氯离子较高的物料，输送至
新增干燥塔顶部的离心雾化器内，在高速离
心力作用下变成细小液滴。与蒸汽换热后
的热空气充分接触后，物料水分被迅速蒸
发，生成硫酸铵、氯化铵固形物，一部分从塔
底排出，另一部分随含湿气体，经旋风分离
器分离后排出，由包装机收集成袋。分离出
的含尘气体则经尾气洗涤塔水洗除尘后达
标排放。 （张爱红）

巴陵石化
投用污水处理改造项目

本报讯 截至10月 14日，巴陵石化水务
部新建的七里山生化污泥脱水系统优化稳
定运行两个月，污泥脱水率 83%。七里山
生化装置出水化学需氧量小于50毫克/升，
出水总氮不大于 5毫克/升,总磷不大于 0.5
毫克/升，提前满足湖南省特别排放限值标
准。

该生化装置主要负责处理巴陵石化煤
化工部污水，已建成投用14年，设计负荷小，
污水处理量难以满足上游装置扩改后的生
产负荷。同时，由于装置原设计和建设的生
化系统除磷脱氮功能欠缺，去除效果不佳，
环保治理存在瓶颈。因此，巴陵石化启动化
肥污水处理改造项目。

该项目由十建公司承建。自去年11月
开工以来，参建各方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先
后完成土建施工、脱泥房结构浇筑，以及除
磷加药、污泥脱水等环保设施安装工程建设
任务。 （刘媛媛 彭 展）

数字化交付执行细则评审会
在宁波工程公司召开

本报讯《工程建设数字化交付执行细
则》评审会日前在宁波工程公司兰州分公司
召开。

该细则以《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
准》（GB/T 51296-2018）为基础，结合宁波
工程公司在镇海炼化渣油加氢装置项目的
交付实践和研究成果，细化了数字化交付原
则、职责分工、交付内容、工作流程等，制定
了工厂对象分类和属性交付、管道 IDF文件
交付、供应商数字化交付、施工单位数字化
交付等12项规范。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细
则的可操作性、可落地性及可执行性，认为
细则对现阶段建设单位、工程公司数字化交
付工作的指导意义明确，将大幅提升现阶段
数字化交付管理工作水平，对中国石化工程
建设项目意义重大。

与会专家还结合镇海炼化渣油加氢装
置、中科炼化一体化等数字化交付项目对
数字化接收平台的建设、工程和物资采购
招标文件中数字化交付内容及深度、项目
参建各方职责、工程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细则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

下一步，宁波工程公司将依据专家组提出
的审查意见，尽快完善细则。（彭毓涛 李毅方）

胜利石化总厂
油品质量升级项目档案验收

本报讯 9月19日，胜利油田石油化工总
厂国6阶段油品质量升级项目通过档案专业
验收。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工程建设及档案管
理情况汇报，对照《中国石化建设项目档案
验收细则》检查了项目档案工作及档案齐全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实地抽查了部分档案
案卷。专家组经过认真检查和讨论，认为胜
利石化总厂该项目档案收集齐全完整，案卷
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竣工
图基本能够反映工程的实际情况，在项目建
设及试运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能够满足项
目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需要。

胜利石化总厂油品质量升级项目2018
年 11月全面投用后，各项改造设施运行良
好，生产的车用汽油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周大鹏 徐国庆）

炼化工程集团在大型项目成立施工技术管理核心组，为子公司搭建技术协同管理平台

在施工技术上共享共赢

中科炼化输储煤系统进入安装阶段

炼化工程集团宁波工程公司 EPC 总承包的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输储煤装置全面交付安装。截至 10
月 14日，该装置 1号煤仓堆取料机主体已安装到位，煤仓钢制网架地面组装完毕，进入安装作业。该公司
将组织施工力量，全面展开其他煤仓的堆取料机和输煤栈桥、管带机等输送机械安装施工。图为输储煤
装置 1号圆形煤仓。 本报记者 张见明 摄

□吴利伟

近日，大型设备顺利有序进入古雷
炼化施工现场。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司
古雷项目部副经理李海峰此前的土建工
作见了成效。

时钟拨回土建刚刚开始时，“哐当、
哐当、哐当……”打桩机有规律地撞击大
地，地面随之震动。“桩基就在旁边作业，
松软的沙地容易坍塌，这里的基础不好
干啊！”参建人员感慨。李海峰也锁紧了
眉头——当地多雨，加上施工现场被打
桩机占据，这是他进入十建公司 8 年来
条件最苛刻的施工现场。

看起来文质彬彬，李海峰骨子里却
有着不服输的劲头。作为首批到厂的管
理人员，他带着土建施工人员一起“圈地
开荒”。同时，他针对当地雨季特点，与技
术人员一起设计现场排水方案，开沟挖
渠，修沉淀池，用排水泵等建起通畅的排
水系统，将现场积水引入地下排水管道。

80 万吨/年乙烯装置建设工地举行
开工仪式时，现场道路整洁美观，这让李
海峰和他带领的施工团队感到骄傲。但
是，这份骄傲并没有持续多久，土建基础
开工后，由于施工队伍对于古雷炼化项
目高标准工地建设要求意识薄弱，李海
峰很着急。

“挖完的土方，除了回填土抹平、盖
上密目网，其余的土一定要及时拉到业
主指定地点。”与参建人员说话的时候，
李海峰往往很温和，但如果要求没有顺
利执行，“狠起来”也毫不留情。

一家分包商单位文明施工和进度连
续落后，在李海峰多次耐心沟通后，仍然
没有采取措施整改。“经过项目部研究决
定，该单位接下来的土建基础施工任务
进行调整，由其他参建单位负责施工。”
他在例会上宣布决定。

软硬兼备的管理方式使得现场施工
不断规范，参建单位在标准化施工方面
也越来越自觉。“十建公司规范化、标准
化工地建设起到了表率作用。”前段时
间，在阶段性安全文明施工表彰大会上，
业主高度评价了十建公司标准化工地建
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台下，因风吹日晒
而皮肤黝黑的李海峰笑得十分开心。

好脾气的“狠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