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符 慧

在中国石化年度工作会议上，首批3名集
团公司首席科学家从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
事长马永生手中接过聘书。他们分别深耕油
气开发、石油炼制、化工与材料领域多年并取
得丰硕创新成果，未来将在支撑和引领相关
领域科技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这是中国石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重要指示和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生动实践，释放出公司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强
烈信号。

人才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前，世
纪疫情全球肆虐，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
境日趋复杂。与此同时，我国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科技创新的迫切性前所未有。一年来，中国
石化紧紧围绕打造世界领先企业目标，大力
推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深化改革破解长期
制约人才发展的瓶颈，让更多的“千里马”奔
腾于新时代。

■ 牢牢把握“四个面向”，坚定扛起三大
核心职责，坚持人才成长与企业发展同频共
振、与国家需求同向而行，人才工作顶层设计
和战略谋划不断完善——

向内，全面分析盘点人才队伍现状，建起
总部层面专业线条盘点、企业层面全面盘点
的工作机制：50多万名员工中，管理人才、专
业技术人才、技能操作人才线条明晰；24名院
士、3名首席科学家、百名技能大师、4100多
名专家人才、2万多名科研人员，创新研发队
伍规模大、根基深、底蕴厚，梯次结构清晰。
党组组织部完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分析报告》获
中组部2021年组织工作选题统计分析报告三
等奖。

向外，对标国内外先进企业，结合时代、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人才队伍长板与弱项，为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方向指
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石化将深入实施世
界领先发展方略，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当
前公司人才队伍规模宏大，在勘探开发、炼油
化工等主体业务领域人才优势比较明显，但
对照目标要求，仍需更多“塔尖型”人才，急需
加快新兴业务领域骨干人才储备培养。

基于全面盘点、对标分析，中国石化坚持
“支撑国家战略和引领公司发展高度统一”，
系统谋划“十四五”及中长期人才发展。“我们
在理念上持续突破，‘炸开人才金字塔塔尖，
壮大领军人才队伍规模，把人才金字塔变成
梯形’，逐步落实专家选聘、发挥作用等新举
措；在设计上更加细致精准，将人才队伍细分
为多个方阵，更加注重战略领军、科技创新、
一线骨干人才队伍建设，因才施策、全面提升
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引领支撑技术先导型公
司建设。”党组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以高层次人才和科技人才为重点，加
快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
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积聚培育战略科技人
才力量，人才引领效能不断增强——

按照培养更多战略型、领军型、创新型人
才要求，中国石化深入调研138家直属企业专
家管理制度建设、专家和队伍结构等情况，研
究制定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修订专家管理办法，首次开展集团公司首席
科学家选聘，拓宽集团公司首席专家选聘领
域，大力选拔使用战略科学家、科技专家，加
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持续壮大科技
领军人才队伍规模。

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要承担公司战略科
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深度谋划未来特定领域
的科技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在前面蹚路，敢
于甘于在战略性、前瞻性的未来领域当先

锋。”首席科学家许友好激情满怀地说。
青年科技人才是战略科技人才力量的源

头活水。中国石化实施“未来科学家”培养计
划，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力度，累计
选聘45岁以下专家576人；开展“三百三千”
实践锻炼计划，实行超前培育和复合培养。

“这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不仅让
我学到了海量新知识，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工
作活力。”一名参加“三百三千”实践锻炼的员
工说。

一年来，专家人才队伍建设硕果累累：孙
焕泉、杨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新聘3名
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10名首席专家、71名高
级专家；80名中国石化突出贡献专家和99名
闵恩泽青年科技人才受到表彰；引进高层次
人才实现重大突破。

■ 以提升人才队伍素质为目标，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下大力气培养卓越工程师和技
艺精湛的“大国工匠”“石化名匠”，着力使人
才向最能发挥价值的岗位流动，营造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人才队伍
根基不断夯实——

过去一年，党组组织部树立服务理念，研
究制定了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1+4”配套制度文件，修订完善了职称评审
工作管理规定等文件，以及内部人才优化配
置和社会成熟人才引进管理办法……一项项
文件不断拆除人才成长藩篱，持续为人才松
绑，为创新减负，队伍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
智充分涌流。

健全完善职称评审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直通车”，打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横
向贯通通道：集团公司技能大师汪宏辉等人
参加职称评审，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打破了
技能人才评审职称的“天花板”；4名获得高级
职称转岗到技能操作岗位的人员，年度考核
合格后被直接认定为高级技师，无需重复评

价。
技能人才评价指标优化、优秀典型选树

力度加大，成效显著。江汉油田张义铁获得
国家技能人才最高荣誉中华技能大奖，20人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首批20名“石化名
匠”新鲜出炉，首次表彰集团公司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单位和个人，表彰体系向“国家标
准”看齐；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选定的
首批试点单位，首次认定264名特级技师，相
关经验做法被全面推广；面向各业务链条主
体工种选聘49名技能大师，形成百名技能大
师竞技创新一线的生动局面，为27万技能人
才树立了标杆。

推进全系统人才“一盘棋”。党组组织部
全面开展人才需求调查，立足支撑服务重大
项目建设、新兴业务发展，加强人才资源优化
配置和共享，组织海南炼化人才优化配置现
场协调会，使人才向更能发挥价值的方向流
动，实现人才与企业共发展；全年为海南炼化
从其他16家炼化企业选调各类人才149人，
全系统内部优化配置各类人才1230人。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创新之道，唯在得
人。一年来，人才引领创新成果丰硕，中国石
化共有7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
百万吨级成套乙烯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全年申请专利 9300 多件，授权
5800多件，均创历史新高，专利综合优势位居
央企首位；获中国专利奖16项，其中胜利油田
聚合物驱油剂制备相关成果获金奖，推动中
国石化大步迈向技术先导型公司。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
前，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创
新最活跃的时期，“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中国石化打造世界领先企业”，更是为各类
人才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石化广大人
才将心怀“国之大者”，乘势而上、实干担当、
创新进取，汇聚起人才强企强国的磅礴力量，
奋力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作出石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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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 丽报道：集团公司工作会
议召开后，江汉油田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研究
部署 2022年重点工作。干部员工一致表示，
要高质量抓好稳油增气降本、改革管理发展、
安全环保创新等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2021年，江汉油田坚持高效勘探、效益开
发，油气主业不断做大，盐卤化工稳步做强，后
勤辅助业务持续做优，三大板块实现全面盈
利。今年，江汉油田将紧紧围绕扛稳扛好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这一核心职责，全力推进结构优
化、绿色发展、产融结合。

油气主业将持续做好稳油增气降本“三
篇文章”，以页岩气走在前列、老油田建成示
范为目标，聚焦涪陵、红星、复兴、白马等重
点增储上产阵地，高质量践行七年行动计划，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当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的推动者、洁净能源

供应的先行者、老油田可持续发展的示范者，
进一步增强在页岩气等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

盐卤化工要围绕打造国内一流无机化工
基地，大力发展消毒剂产品，加快上马氢气新
能源、氯化聚烯烃新材料等项目，形成“基础+
高端”发展模式。围绕打造华中地区清洁能源
供给基地，协同推进黄场盐穴储气库建设，形
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供储销体系，为华中地区
工业和生产用气调峰、安全供应、战略储备提
供支撑。

后勤辅助及矿区板块整合石油工程及技
术服务、采油气运维、水电通信、物业服务等业
务，推动向服务油气聚集，打造一批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品牌业务。用好集中供暖、人居环境
等资源资质，通过“引进来”，积极打造区域养
老中心、医疗中心、教育中心，为员工提供优质
服务，让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本报讯 集团公司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广东
石油迅速组织学习传达、专题研讨。干部员工
一致表示，要坚持“站排头、争第一”的目标不
动摇，不断巩固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为先，坚持精心经营、精益管
理，在推动广东石油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再
立新功、再创佳绩。

挖掘核心优势，抓好零售市场“生命工
程”。深入挖掘加油站增量创效潜力，提升市
场综合竞争力，实现稳增长保效益。以加油
站服务提升百日竞赛为抓手，锁定加油站进
站率、通过率、回头率、加满率、满意率等“五
率”提升，着眼从加油站基础管理、效率提升、
服务升级入手持续建设样板工程，为客户打
造更加舒适的环境，提供更有温度的服务，铸
造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以市场竞争为地

图，搜索精准营销有效之路，维护好汽油客
户，以“生态圈”聚集优质、忠诚客户群，通过
丰富的营销活动、多元的增值服务“滋养”客
户；服务好柴油客户，以司机之家为核心打造
差异化竞争壁垒，全力做大柴油规模。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非油业务“变
道升级”。深入推进门店运营专业化，从进
货、库存、销售、售后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入手，
实现进货有规划、陈列有规则、销售有路径、
售后有保障，全面提升门店优质化管理水平，
夯实非油增量创效根基。加快非油多业态融
合发展步伐，线下加大汽服、广告、餐饮等业
态合作，线上以电子券等数字化产品为载体，
持续加强与银行、通信、保险等外部单位的跨
界合作，进一步扩展非车险等业务增长点，持
续完善生态圈功能。 （黄嘉莉）

江汉油田聚焦主业优化产业格局

广东石油打造拓市提效新动能

工 作 会 议 精 神贯彻落实集团公司

日前，中国石化虎年纪念版加油卡发
布，在全国中国石化加油网点陆续对外发
售。图为春节期间，顾客在北京石油惠忠
寺加油站展示精美的虎年纪念版加油卡。

本报记者 胡庆明 摄
于 慧 杨 蕊 文

虎年纪念版加油卡受青睐

走基层

本报讯 近日，由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和南京富岛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的国内首套S Zorb（催化汽油脱硫）
装置在线分析系统在济南炼化验收合格，正式投入运行。

该系统通过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以1次/分钟的分
析频率快速检测S Zorb装置的原料和产品，并将所有检
测数据实时在线上传，用于指导装置优化操作。系统采
用三通道独立检测方式，不仅有效避免样品交叉污染风
险，而且能同时检测3种物料的辛烷值、密度、蒸汽压、馏
程和烃类组成等62个物化性质指标，投入运行后可实现
24小时不间断分析，无需人员值守操作，为企业实现智能
优化操作、保障生产稳定运行发挥重要作用。

（许育鹏 陈子佩）

本报讯 截至2月 8日，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接收站自2021年 11月供暖季开启以来，
连续安全保供 100 天，累计接卸液化天然气
230万吨，气化外输量超31亿立方米，为华北
地区能源稳定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

冬季保供期间，为有效应对突发工况及

极寒天气挑战，天津 LNG 接收站各专业技
术骨干 24 小时驻站值守，通过“科学化维
护、高效率检修、标准化运维”方式，对全站
动静设备进行系统性“体检”。

2022 年初，天津再次发生疫情，恰逢冬
季用气量最高峰，天津 LNG 接收站实行封

闭化管理，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为区域疫情防控提供可靠能
源保障。春节期间，该站精心组织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 LNG 船舶靠泊安全，保障供应稳
定。

（王卓然 王 军）

本报讯 记者黄敏清 通讯员汤佳香报道：截至2月 8
日，广州石化今年以来已累计充装出厂高纯氢35.91吨，
比去年同期增长357%。

作为中国石化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高纯氢生产基
地，为确保氢能源持续供应，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氢能产业
快速发展，广州石化持续优化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生产
和充装过程，不断提升高纯氢的充装和出厂效率。春节
期间，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充装站全体员工坚守岗位，严
格按照操作规程装车，精心组织优化，确保氢能源安全高
效充装和出厂，累计充装出厂高纯氢6154公斤，较2021
年春节翻了两番。

天津LNG接收站供暖季连续安全保供100天

国内首套S Zorb装置
在 线 分 析 系 统 投 用

广州石化高纯氢
充装出厂创新高

本报讯 1月，镇海炼化加工原油203.18万吨，生产乙
烯15.38万吨，继续在炼化板块内保持炼油利润、化工利
润、总利润“三个第一”。

新年伊始，镇海炼化强化市场研判，积极优化原油加
工方案，努力提高原油加工量。生产经营团队结合2号乙
烯装置实际运行情况，持续优化乙烯原料效益排序，做好
石脑油流向安排，切实做到“宜烯则烯、宜芳则芳”，提高
两套乙烯装置运行经济性，1月生产石脑油原料41.78万
吨，产品收率上升至29.56%，同比提高2.58%。乙二醇、
环氧丙烷、丁二烯、聚烯烃等产品产量创历史新高，各项

“去油增化”指标持续向好，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效能
力进一步加强。 （卞江岐 薛海锋）

镇海炼化1月利润
实现“三个第一”

（详见5版）

本报讯 记者王福全报道：2021年，西北油田全面
落实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联合研究框架协议，与塔里
木油田建立了长效合作双赢机制，全年引进关键技术
65项，建立17项对标关键指标，有力推动了油田高质
量发展。

在基础研究方面，双方达成“已有成果不再立项、
空白成果联合攻关”共识，共同搭建基础资料数据共享
平台，共享三维地震88块5.9万平方千米、钻井与综合
研究材料250余份；成立勘探开发联合攻关项目组，在
顺北-富满地区的研究中达成多项共识，形成较为一致
的井位目标优选与井轨设计技术。

在成熟技术互学方面，双方采用大规模交换资料、
互设专家课堂、技术骨干进入对方院所融入式学习等
形式，提高互学效率，交流学习60余次，参与人员220
余人。双方联合开展二叠系垮塌漏失机理、碳酸盐岩
体积压裂机理等5个方面的研究，在集中力量推动关
键技术突破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在资源共享方面，双方油气集输设施、道路资源、
电力资源等从以前的“自建自用”转变为“共享共赢”。
顺北地区4号断裂带、星火5井区的天然气“借道”塔里
木油田管网代输，7100余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快速形成
了商品量。

西北油田与塔里木油田合作成效显著
在基础研究、成熟技术互学、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扛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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