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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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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送暖 同庆佳节

针对春节期间就地过年的情况，贵州黔南石油在都匀市会云桥加油站煮好汤圆，
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温暖。图为 1 月 24 日，加油站员工为环卫工人盛汤
圆。 莫芳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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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贵在主动
肖 乾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湖北襄阳地区
突降浓雾，高速公路封闭，车辆排队等
候。见此情景，襄阳石油邓北加油站员
工立即行动，用手推车把热水和方便面
送到车辆附近，让又冷又饿的司机暖身
又暖心。

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体现出主动
服务的姿态和热情。发现需求后，不等
客户开口，就主动出手、上前服务、雪中
送炭，帮忙解燃眉之急，这样的服务最为
实用，也受客户青睐和欢迎。

用心方能主动。只有心头时刻想着
客户，对客户待以真心和耐心，才能知道
客户在意什么。服务最忌不走心、不用
情。欠缺主动和温度，服务就会慢半拍、
迟一步，客户也就难免不买账、不领情，
这样的服务对拓市扩销无补。

服务是否主动用心，客户能感受得到、
觉察得到。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用户体验，
就必须对客户需求用心体察、用情关怀，让
客户感觉好、印象深。市场竞争越激烈，营
销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这样做。

东胜气田提前完成
2022年井位部署

本报讯 近日，华北油气分公司勘探
开发研究院提前完成东胜气田2022年井
位部署，共部署井位 49口，为完成 2022
年产量任务奠定基础。

在井位部署工作中，该研究院紧紧
围绕杭锦旗地区快上产这一核心任务，
瞄准少井高产的目标，强化基础研究，坚
持地质物探一体化描述、建模数目一体
化部署、地质工程一体化实施，采用井位
星级管理，优化部署井位。

针对储层特点，他们成立由公司专
家牵头的单砂体精细描述攻坚小组，完
成单砂体划分工作，明确气层空间展
布。技术人员针对锦58井区开发程度较
高的特点，在单砂体精细描述的基础上，
联合物探人员开展精细研究，实现心滩
定量刻画及储量极致控制。针对锦66井
区气藏窄、薄、散等特点，开展精细刻画，
构造刻画精度进一步提升。（李雪晴）

驻海南企业与海口
江东新区开展合作

本报讯 1月21日，海南石油、海南赛
诺佩克有限公司与海口江东新区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
发挥自身品牌、渠道等优势，成立合资公
司，推进海口江东新区能源网络布局，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根据协议，三方将顺应海南清洁能源
岛建设趋势，按照绿色低碳、科技智慧的
原则，在海口江东新区筹建综合能源补给
站和生活驿站，为当地提供能源保障。

海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
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国有独资企业，是江东新区的开发建设
主体和市场化投融资平台，负责区内土地
一级开发、资金融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管理等工作。此次合作对海南石油拓展
江东新区市场和海南赛诺佩克有限公司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张慧慧）

九江石化
首次实现产品吨包运输

本报讯 1月 19日，随着一袋袋吨包
聚丙烯产品装上船舱，九江石化实现首船
吨包水运，填补了吨包包装运输的空白。

过去，卸货需要人拉肩扛，每趟一小
包，且外包装容易破损。吨包指一包装
近一吨重的聚丙烯产品，较以往一包容
量大幅增加，用吊机一次就可装卸6至 8
袋，相当于过去18小袋的分量，适合大客
户装运。

去年在走访客户过程中，九江石化了
解到聚丙烯吨包运输的需求，立即组织聚
丙烯包装生产线改造，新增一条吨包生产
线。采用吨包包装运输的方式，既节省了
人力、成本，又大幅缩短装卸时间，有效满
足下游客户需求。 （邓 颖 张远汉）

中韩石化
工业产值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中韩石化
2021年工业产值超过 500亿元，创历史
新高。

去年，中韩石化 110万吨/年乙烯脱
瓶颈项目新建装置投产，产量不断提
升。他们紧盯市场，日统计、周分析，优
化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盈利水平。在下
游装置停工检修期间，上游装置保持高
负荷运行，富余中间产品持续创效。全
年原油加工量、乙烯产量均创历史新
高。其中，1号高密度聚乙烯、线型低密
度聚乙烯、聚丙烯、苯乙烯等装置超设计
产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刘荣艳 张务琼 梁晓青）

陈敬丰

“快看，前面有交通事
故。”1月19日 16时左右，浙
江温州石油龙宜加油站站长
王木明驾车带着同事陈祥
康、张超，路过新城东塘路口
时，看到一辆越野车撞到一
辆货车的右侧车头，导致货
车侧翻在路中间。车内司机
被困，头部流血，情况十分紧
急。

王木明连忙把车停靠在
路边，下车后发现地上散落
着肇事车辆碎片。“其他先别
管，赶紧救人。”王木明说完，
三人立即行动起来。

“是110吗，新城东塘路
口发生交通事故，司机还在
车内。”“好，我们马上出警，
保持联系。”陈祥康第一时间
拨打报警电话，同时在现场
看护。

“你好，前面发生交通事
故，请您慢行靠边走。”张超

拿出自备的警戒标志，对事
故现场进行隔离，引导过往
车辆。

“你还好吗，身子有没有
被卡住？”“我还好，身子没被
卡住，但车太高了，爬出来没
地方落脚。”听到货车司机的
回答，王木明悬着的心稍稍
放下来。

一个路人把货车侧门打
开，王木明用力撑住侧门：

“师傅，踩着我的肩膀慢慢下
来，放心。”司机扶着车门，一
脚踩在王木明的肩上。确认
司机踩稳后，王木明一把托
住他，把他慢慢放下来。

经过大家努力，司机被
救了出来，但面部受伤流血
不 止 ，陈 祥 康 又 拨 打 了
120。在等救护车的时候，王
木明拿纸巾为伤者擦拭血
迹。救护车到达后，他们帮
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车，
并协助警方处理完事故现场
后，才放心离开。

陈明军

“叮咚，叮咚。”近日凌晨，
江苏南通石油启东开发区加
油站当班员工施惠娟隐约听
到外面有人在摁门铃。启东
开发区加油站是一座乡镇小
站，夜间歇业。

“有人吗，帮忙加点儿柴
油。我的拖车半路上发生侧
翻，油全漏没了。”“好，您稍等
一下。”施惠娟急忙穿上工作
服，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
位年过七旬的老汉，不停地搓
着手、跺着脚，站在寒风里瑟
瑟发抖，手中拎着一个满是泥
的油桶。

“我的拖车在你们站向南
一公里外的工地上抛锚了。
工地刚施工，昨天下了场大
雨，地面全是污泥，拖车一进
工地就打滑侧翻了，油箱里的
柴油全漏没了。车上还有 3
吨重的钢管，车里没油动弹不
得，真是急人呀。”

“老人家不要着急，我马
上给你加油。”做好登记后，施
惠娟为老汉加油，发现他衣着
单薄，在加油岛旁不停地哆
嗦。加完油，她让老汉在营业
室停留片刻，打开空调让他暖
和暖和，自己去厨房烧了一壶
开水，泡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方
便面，递给老汉。老汉接过
碗，激动得连连道谢。

吃完方便面，老汉询问施
惠娟的名字，然后离开了加油
站。

第二天下午，一名中年男
子径直走进站长沈宇红的办
公室，询问谁是施惠娟，要当
面向她表示感谢，并当场表示
自己的项目每月需要两吨柴
油，以后就定点在这个加油站
加油。

沈宇红问清原因后才知
道了前一天发生的事。原来，
这名中年男子是老汉的儿子，
也是工地的项目负责人。双
方随即签下意向性合同。

孙 博 苗全文

近日，中原油田濮城油区
迎来今冬最强大雾天气，气温
骤降至零下 5摄氏度。“濮城
采油厂采油管理二区7-49井
需要抽油泵。”8时26分，中原
油田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准
备二大队特车队接到电话。

此时，油区大雾笼罩，视
线不良，道路结霜湿滑，给执
行任务带来不利影响。送泵
车司机冯占平、带车司机卢予
接到任务后，立即来到特车队
院内，检查大灯、尾灯、雾灯，
为上井送泵做好准备。

确认车辆没有问题后，他
们驾车到工具队装好抽油泵，
然后马不停蹄向 7-49 井出
发。“打开双闪，减速慢行。”驶
入濮城镇道路时，卢予向冯占
平提醒道。

过了不久，他们小心翼翼
开到了油区，发现这里能见度
不足20米，小路岔口多，找不

到方向。为了不耽搁时间，卢
予下了车，在大雾中摸索着找
到附近的一户村民。在村民
帮助下，两人一边开车一边仔
细观察，终于发现了7-49井，
顺利把抽油泵卸下。

大雾丝毫没有消退。两
人又紧接着驱车驶向 1-76
井、3-291井，送了两台抽油
泵，在赶往第四口井3-416井
的途中，遭遇到棘手难题——
疫情封路。

“老冯，这条路是走不了
了，咱们从许庄村北面走，看能
不能过去。”两人跳下车，观察
地形后，做出绕路送泵的决
定。两人饿了就在路边对付一
口凉皮，一直工作到晚上，直到
安全送完最后一个抽油泵。

“这么大的雾，居然还打
破了特车队单日送泵数量纪
录。”“是啊，送了 11 个抽油
泵，咱们几乎把整个油区的作
业队都跑了一遍。”驱车回到
队部后，两人自豪地交谈着。

大雾天创单日送泵纪录热情待客带来柴油订单路遇车祸急相助

本报讯 记者雷 丽 通讯员黄凌云
报道：今年前20天，江汉油田动用钻
机 20余部，完成进尺 4万多米，超计
划运行，为保持增储上产良好势头打
下基础。目前，江汉油田油气主业不
断做大，2021年油气当量实现同比增
长，创历史新高，盐化工产销两旺，后
勤辅助业务持续做优，3个板块已连
续两年全面盈利。

扩充油气资源工作是重中之重。
在勘探方面，该油田围绕复兴、红星、
宜恩、涪陵和老区等5个阵地，强化研

究、优化部署，持续推动资源落实与储
量升级，去年以来获得多项成果。其
中，位于四川盆地的涪陵页岩气田白
马区块常压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商业
发现，川东地区、鄂西地区等地勘探取
得多个新进展。

在开发方面，他们坚持少井高产、
效益建产，全力推动天然气上产增效、
原油效益开发。江汉油田老区加强精
细注采调整，推进低效井、停产井治
理，持续强化水驱开发效果，自然递减
率实现同比下降，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生产超计划运行。
涪陵页岩气田在老区加大立体开

发调整力度，规模化推广运用增压开
采，科学实施一井一策差异化排水采
气措施，焦石坝区块采收率大幅提升；
在新区加快产建步伐，从顶层设计入
手，提前踏勘井位，加快配套设施建
设，做好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应用，确保
新井早实施、早投产。2021年，气田
新井平均投产时间较年初计划提前
11.2天，新井平均单井产能较方案设
计提高10%以上。

盐卤是江汉油田的特色资源，盐化
工业务已连续5年实现盈利。在当前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形势下，江汉盐化工
对主要消毒剂产品强氯精、漂粉精采取
联动销售模式，利用漂粉精市场带动开
拓强氯精市场，以强氯精销售带动漂粉
精销售，成为多家战略合作客户的唯一
供应商。2021年，漂粉精销量较上年
增长6%以上，强氯精销量较上年增长
76.5%，氯碱等产品增收创效显著。

后勤辅助板块对内做好保障，对
外开拓市场，加快专业化改革步伐，完

成食堂餐饮、办公物业一体化整合，办
公用房区域进一步集中，整合撤销食
堂9个，办公面积有效节约，运维费用
持续降低。在外闯市场的过程中，坚
持退出低效益市场，积极利用闲置土
地、废弃井场等资源，发展风电、光伏
等项目，与新星公司签订新能源合作
开发利用框架协议，转型基础不断夯
实。下一步，他们将加强与地方政府、
相关企业合作，盘活闲置房产、宾馆业
务，加快养老、医疗等产业落地，持续
抓好资源创效。

江汉油田3个板块连续两年全面盈利
油气当量创历史新高，盐化工效益持续增长，后勤辅助业务持续降本增效

本报讯 记者常换芳报道：1月25
日，记者从河南油田获悉，河南油田
外部市场创收超 6亿元，较上年增长
45%，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用工 2500
多人，较上年增长10%，收入、边际效
益和用工等 3 项主要指标均大幅提
升，缓解了油少人多的压力。

河南油田外闯市场整体规模和
用工数量偏小，创效能力较弱。在严

峻的市场形势下，河南油田通过职代
会、党代会、巡回宣讲团宣讲等途径，
加大形势任务宣讲力度，讲清面临的
扭亏脱困严峻形势，破除干部员工思
想坚冰，引导干部员工积极转变观
念，主动走出去闯市场。

以往，河南油田 200多个外闯市
场项目中，盈利能力弱的劳务输出类
市场占比约34%，盈利能力强的工程

技术和销售类市场占比不到 40%。
该油田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市场
结构，提升高效益市场占比。修订完
善外闯市场奖励制度，加大对各单位
领导班子在外闯市场盈利和用工方
面的考核力度，激励各单位提升盈利
能力，扩大外部市场用工规模。去
年，工程技术和销售类市场占比达到
50%，外部市场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本报讯 1月中旬开始，燕山石化
乙二醇铁路集装罐陆续发往郑州，标
志着化销华北打通铁路集装罐出厂
发运流程，为实现公转铁绿色运输和
疫情防控期间降库存开辟了新途径。

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公路
运输受阻，影响了燕山石化乙二醇出
厂，导致该产品库存居高不下。为帮
助生产企业尽快降低库存，化销华北
决定采用铁路集装罐，通过铁路发运
乙二醇。

化销华北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应
急小组，持续关注生产情况，针对产
品储存、销售计划到产品出库等环
节，加强与生产企业的沟通配合。他
们发挥铁路运输优势，联系承运商紧

急调配集装罐，启动液体产品铁路发
运工作。安排驻燕山石化办公室加
紧帮助落实集装罐进厂手续，加班组
织装车发运。在各方高效配合下，首
批400吨乙二醇陆续完成装罐，产品
库存快速降至安全线内。

此次尝试铁路集装罐发运，开辟
了燕山石化液体产品运输新方式，为
紧急状态下产品出厂增添新渠道。
与公路运输相比，该运输方式更加安
全环保，大幅降低长距离运输成本，
预计1月乙二醇铁路集装罐出库量逾
千吨，可有效缓解库存压力，为北京
冬奥会期间生产后路畅通和下游客
户原料充足供应提供了有效保障。

（苏 静 吴远鸣）

本报讯 近日，北京石油环北京成
品油及航煤管道通州副中心交通枢
纽管道改线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正
式通油。

环北京成品油及航煤管道是北

京石油建设的环城输油管道，已运行
14年，管道沿北京六环路铺设，承担
着4座油库和首都机场航煤末站的油
品输送任务，多年来有力保障了北京
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和首都机场航
空用油需求。因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需要，北京石
油对原管道进行了迁移。

为高质高效完成施工，北京石油
成立改线领导小组，多次组织专家现
场调研、专题论证，制定改线方案，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专业管理
人员现场监督，严控工程质量、确保
施工安全，同时提前做好油品储备，
确保施工期间油品不脱销、不断供。

（于 慧）

本报讯 今年 1 月，宁夏能化在
2021年盈利创历史最好水平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良好生产经营势头，抢
抓市场机遇，优化产品结构，加强产
销衔接，盈利同比大幅增长。

近年来，煤化工市场行情逐渐回
暖。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宁夏能化
持续做大该公司结合市场情况和装
置实际合理排产，重点做大醋酸、聚
四氢呋喃等市场需求大、价格处于高
位的产品产量。制定激励方案，加大
对增产增收的奖励力度，通过考核充
分调动干部员工积极性，挖掘增产潜
力。

高负荷生产过程中，保持安稳运
行是关键。为强化生产管控，他们将
此前隔天召开的生产调度视频例会
增加至每天一次，并对例会汇报内容
重新进行规范，重点围绕工艺指标优

化、产量完成进度等内容，及时协调
解决问题。强化过程管理，优化巡检
路线，鼓励各级人员及时发现问题、
消除隐患，通过现场抽查巡检记录、
中控室视频回放等方式检查巡检情
况，确保不走过场，提高巡检质量。
狠抓频繁报警整治，通过日分析、周
统计、月总结，压实报警管理和整治
责任。截至目前，报警大幅减少，保
证了装置稳定运行。

针对部分装置产品收率低等问
题，他们成立由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组成的攻关小组，深入分析原因，科
学组织改造，逐项消除瓶颈。去年下
半年，该公司结合市场形势与装置运
行，及时优化调整停工检修方案，克
服时间紧、任务重、疫情形势严峻等
不利因素，解决系列难点问题，为安
稳长满优运行夯实基础。（丁 繁）

北京石油管道改线服务城市建设

化销华北打通铁路集装罐出厂流程

河南油田外部市场指标显著提升

宁夏能化生产经营创历史最好水平

连日来，齐鲁石化对装置管线、消防设施、机泵设备的防冻防凝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检查，确保严寒天气下安稳运行。图为 1 月 23 日，炼油厂员工雪后巡
检。 王 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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