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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党的二十大

□朱崇辉 张 瑶

2021年，山东青岛石油通过严格
考核提升履职能力、加强调研解决经
营问题、完善制度推广先进经验等措
施，促进油品经营、纯枪量、计划完成
率均排名山东石油前三。

履职不到位，亮牌！

“区县公司要将提升履职能力、增
强服务意识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
一，持续抓落实。”2021年初，青岛石
油负责人在经营分析会上表示。青岛
石油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过程督导，由
上及下全面提升公司履职能力。

青岛石油每月召开经营分析会，
结合当期重点工作制定每周工作清
单，并对区县公司的执行情况进行评
价。青岛石油在月度分析会上专门为

履职能力欠缺的区县公司设立落后单
位发言席，并让各线条人员根据发言
内容进行点评、查找问题原因、给出解
决办法。这些单位整改后，他们还会
进行严格考核。

同时，青岛石油推进“亮牌”评价
制度，对于履职不到位、管理浮于表面
的各级管理人员予以“亮牌”，督促他
们严格履行管理职责。2021年，青岛
石油对各层级管理人员亮牌259张。

经营受制约，整改！

“公司为我们提供了油品销售、销
售同比、市场分析等各种数据，让我们
清楚地知道哪儿具有优势、哪儿需要完
善。”每月初，三站站长明秀霞都会拿着
青岛石油提供的经营数据表认真查看。

青岛石油通过“一站一策、一店一
策”测算加油站量效，查找并解决制约

经营的各种问题。青岛石油组织零售
部、财资部、督察队等部门人员到加油
站调研，对油品销售现状、油品优惠幅
度对收入的影响、油品销售结构对销
售收入的影响、周边市场环境等进行
分析，针对制约站点经营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

2021年，青岛石油针对加油站可
视度、灯光亮化、站内通过率等影响销
量的因素进行梳理分析，明确整改责
任、时间节点，强化职能联动，解决了
70余个制约经营管理的问题。同时，
青岛石油以市场为导向，深入挖掘个
性化营销、电子钱包应用、会员权益建
设等潜力，开展主题营销活动 59次，
带动油品销量920吨。

先进好经验，推广！

“公司管理人员每次来参加我们

片区的月度分析会，都会提出很多新
观点、新理念，为我们的经营提供了很
好的指导。”市北片区经理王继武说。

“我们不断改进管理方式，让站长
能够独立解决问题，以持续提高加油
站经营质量。”零售部管理人员说。青
岛石油通过改进管理方式，逐步形成

“线条融合统一、管理内容清晰”的运
行模式。同时，青岛石油树立先进典
型，力求将经验成果转化为经营实效，
并引入大数据概念，建立先进经验数
据库，归纳总结各线条经验，引导区县
公司学习、运用。

2021年，青岛石油围绕客户开发、
授权码推广、高标号经营等方面总结
先进经验60余条，并进行了大力推广。

□王楚怡

湖北恩施石油抢抓市场机遇，以
“别人在走，我们要跑”的精气神，通
过紧盯现场服务、优化站内环境、挖
掘增量客户等措施提升销量，2021年
成品油计划完成率、同比增幅均排名
湖北石油第一。

服务声音响亮

“您好，欢迎光临中国石化！”“客
户进店了！”每天，在北高速出口加油
站，员工问候客户的声音不绝于耳。
站长李梦带领员工将具有恩施特色
的喊堂服务贯穿到为客户服务的每
个环节，“我们大声把服务用语喊出

来，就是让顾客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以及对他们的重视”。

不过，员工喊多了，嗓子受不
了。恩施石油便为位于城区的加油
站发放了一批随身扩音器，一声声问
候借助扩音器在加油现场传递，员工
不用担心口罩影响声音传播，也不会
费嗓子了。恩施石油还根据营销活
动统一录制音频，并通过加油站的小
喇叭、小音箱循环播放，营造浓厚的
销售氛围。

现场卫生干净

“本周五，我们清理卸油区的杂
草。”不久前，航空路加油站站长邱海
天在例会上布置本周需要清洁的区

域。2021年，恩施石油开展了“加油
站清洁提升”行动，将加油站划分为
11 个区域，明确每个区域的清洁标
准，并形成“白班及时做、夜班定时
做、每周大扫除”的长效机制。

“别看我们站的面积不大，但是
它干净整洁，很多客户都愿意来。”每
天上班，建始龙坪加油站站长李勇的
第一件事就是把加油机擦一遍、把加
油现场扫一遍。日常工作中，该站员
工一有时间就会打扫场地、卫生间，
并定期清洁设备设施等。由于环境
干净整洁、温馨舒适，建始龙坪加油
站荣获湖北石油“最美加油站”称号。

为提升加油站形象，恩施石油启
动亮化工程，分批次组织加油站进行
罩棚清扫、罩棚亮化作业。2021年，恩

施石油所属13座加油站完成罩棚亮化
作业，有效提升了夜间加油站辨识度。

服务细节到位

1月2日，鹤峰容美加油站站长董
学梅正在为客户送油。每次，她都亲
自押车送油，自己也记不清为客户送
过多少次油了。董学梅笑着说：“我去
送油，一来，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贴心
服务，对油品的质量、数量放心；二来，
我能了解工地的实际用油量；三来，我
能关注周边的工地客户。”2021年，董
学梅新开发柴油大客户10余个。

恩施石油引导站长留心周边市
场，紧盯公开项目招标公告，并成立
专项小组配合站长寻找大客户，做到

发现一个开发一个。2021年，恩施石
油先后与旅游公司、城乡线路公交、
乡村旅游集中点等车队联系，精准把
握客户需求，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
服务。

同时，恩施石油大力开展小额配送
业务，购置小型配送车4辆，为市场竞
争激烈的地区、偏远山区等配送油品，
带动小额配送量增长。小额配送业务
以“小、多、快、活”的特点为客户提供了
便利，促使恩施石油2021年小额配送
量比2020年增长43.17%。

客户群管理不容忽视

□杨 滨

目前，各销售企业、县区公司、加油站都
建立了客户群，工作人员每天向群内转发各
种促销活动规则、优惠政策等，或解答群内
客户疑问。不过，大部分时间，这些群都很
安静，缺乏激发客户消费热情的氛围，对销
售业绩的提高收效甚微。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各企业的客户基数
越来越庞大，客户群数量也越来越多，单靠
企业自身人员管理，一来工作精力有限，二
来缺乏专业能力，管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上海市一家大型电子产品销售企业，用
受过专业培训的客户群管理师，一人“管”近
百个群、数千名客户。他们每天活跃在电脑
的一端，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解电子产品特
色、营销优惠政策等，专业解答客户对产品
的疑问，并通过各种轻松快乐的小活动活跃
群内氛围，很好地增强了客户黏性。

销售企业客户群体庞大，也可培养一批
客户群管理师。管理师能够根据客户的消
费需求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与客户进行深
层次交流，用规范、通俗、到位的语言讲透促
销活动规则、解答客户疑问，更重要的是能
运用语言技巧及公关能力，活跃群内销售氛
围，让客户通过互动真正看到企业产品的卖
点，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提升客户对企业的
忠诚度。

湖北石油
对承运商进行安全检查

本报讯 1月下旬，湖北石油开展了为期
10天的公路承运安全大检查，对全省 30家
承运商的车辆、资质证照、冬防装备、教育培
训、应急演练、视频监控等进行了检查，在做
好司押人员疫情防控的同时，强化承运商安
全责任意识，确保安全运营。（胡 帆 陈艺婷）

河南石油
确保特殊时期保供工作

本报讯 1月中旬，18张应急物资
运输车辆通行证送达河南安阳石油，
确保了特殊时期的保供工作。1月，
新一轮疫情突袭安阳。鉴于安阳石
油有两座油库，河南石油马上为其办
理了 18 张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由于快递业务暂停，新乡石油和
鹤壁石油便通力协作、接力传递，将
通行证顺利送达安阳石油。

（刘红旭 马 军）

袁州石油
业务考试提升员工技能

本报讯 1月底，江西袁州石油开展加油
站业务操作考试，来自县区公司的管理人
员、站长及部分员工参加。此次考试围绕加
油机校验、加油站盘点、卸油操作等科目进
行现场考核，进一步提升了员工技能水平。

（郑 佳）

扬州石油
取得油库土地使用许可

本报讯 近日，江苏扬州石油取得新油库
土地使用许可证，一度制约经营发展的难题
终于被攻克。此前，扬州石油针对新库地址
的选择反复与政府部门沟通，每周跟踪进
展、处理各类难题，确保土地顺利摘牌，取得
了土地使用权。 （夏松璜 陈丽茹）

长阳石油
开展安全专项排查整治

本报讯 1月底，湖北长阳石油针对加气
站安全进行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小组前往加
气站，了解员工身体状况、检查设备运行情
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督促加气站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落实接卸登记、气瓶二维码扫
描、每日巡检制度等，确保生产安全。

（云 舒）

1 月底，贵州六盘水石油对所属两座油
库进行全面排查，并在设备运行前加强晨
检，确保油库安全及油品供应。图为六盘水
石油管理人员检查盘州油库设备。

蒋泽兴 摄

“别人在走，我们要跑”
湖北恩施石油通过紧盯现场服务、优化站内环境、挖掘增量客户等措施提升销量

扎牢管理篱笆 成就良好业绩

山东青岛石油通过提升履职能力、解决经营问题、推广先进经验等措施促进油品经营

□樊春华 杨一豪

1 月 17 日 22 时，湖北襄阳地区
的气温降到零下 5摄氏度，呼呼的北
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这时，一辆红
色轿车缓慢地驶进襄阳石油太山庙
加油站，站长李艳敏正准备上前引车
入位，但车径直开到了营业室门前。

女司机降下车窗焦急地对李艳敏说：
“大姐，俺是河南南阳的，准备和母
亲一起回老家。可能是俺们在路旁
小吃店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了，俺和母
亲肚子都疼得厉害，你们有治拉肚子
的药吗？”李艳敏答道：“有，我们站
小药箱里有整肠丸，治拉肚子特别
好。”

李艳敏立即跑进营业室，从小药
箱里拿出整肠丸并倒了两杯热水，递
给母女二人。“这里距南阳还有 200
多公里，药起作用还得一会儿，你们
最好在我们的‘司机之家’住一晚。
楼上有休息室，被子都是新的，里面
有空调、热茶、卫生间，全部免费为顾
客提供。”李艳敏对她们说。母女俩

听后，便随李艳敏上楼，在休息室住
下。母女俩服药后症状得到缓解，加
之旅途劳累，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
天一早，母女俩向李艳敏道别：“谢谢
你，你们这个‘司机之家’就是家，虽
然外面很冷，但是屋里很暖和，你们
的真心帮助、热心服务让我们心里更
暖和。”

□张凤娇

2021年，广东石油出台“主动配
送推广工作”方案。中小客户数量较
多的江门石油作为试点单位，通过招
标增加运力、规范结算运价、制定考核
细则等，为“主动配送推广工作”树立
了样板。2021年，江门石油回流客户
300多家，增量两万余吨。

“你们签约的承运商运价偏高，我
宁愿找私人油罐车去油库提油。不过，
私人油罐车存在一定的风险。”客户经
理陈健超在走访过程中，客户岑先生向

他抱怨。2021年初，江门石油开展“线
上+线下”直分销客户问卷调查，针对客
户普遍反映的“签约承运商运价偏高”
问题，安排客户经理、站长前往所在区
域市场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结果与签约
承运商制定合理运价，从而减少客户运
费成本。调整运价后，很多客户不再找
私人油罐车提油，而是选择江门石油提
供的“主动配送”服务。2021年，“主动
配送”比例由20%升到45%。

“由于运价成本降低，直分销客户
购油量明显增加，建议增加运力，确保
客户顺利提油。”在直分销月度会议

上，江门石油业务部经理梁坤表示。
2021年中，江门石油针对油品承运工
作进行招标，将所属 4座油库的出库
配送量分为两档，并将配送区域划分
为两部分，通过资质审核，引进了一家
新的承运商及两家后备承运商。同
时，江门石油对承运商的运价结算方
式进行招标，实现了一票结算，解决了
客户油费、运费分开结算较为烦琐的
问题。

“现在配送比以前快多了，我今天
下单购油，明天油就送到工地上了。
我现在下单购油就选‘主动配送’方

式。”石场负责人刘先生对江门石油直
分销经理祁晓明说。江门石油针对客
户反映的“配送不及时”等痛点问题，
完善了承运商考核条款，增加了“零售
配送运力不足时，终端配送需支援承
运”的条款，确保零售配送需求高峰时
期的运力补充。江门石油还调整运量
分配，倒逼承运商增加配送车辆，实现

“客户下单，次日抵达”的目标。
“主动配送”降低了直分销客户因

自提而寻找配送车的时间及成本，吸
引了很多自提客户成为“主动配送”客
户。

专业态度，
避免加错油品
□李传磊 刘兹文

1月 20日，一辆轻型面包车驶进
江苏徐州石油双塔路加油站，并在柴
油机前停下。“柴油，加满。”司机对员
工崔磊说。

柴油？凭借丰富的汽车知识，崔
磊知道这款面包车没出过柴油版。

“您确认这辆车加柴油？”崔磊再次问
道。“应该是吧！”司机模棱两可地答
道。“我从来没见过这款车有加柴油
的！”崔磊再次与对方确认。“这车是
我借的。我开过的面包车都是加柴
油的，我觉得这辆车也应该加柴油
吧。”听到司机这样说，崔磊更加坚信
自己的判断：这是一辆汽油车。

崔磊没有反驳对方，而是诚恳地
说：“我先打开油箱盖看看。”打开油
箱盖后，崔磊没有看到油箱口处的油
品标注，但从油箱盖干净程度及油箱
口散发的气味分辨，这辆车应该是加
汽油的。这时，司机有点急了：“赶紧
加吧，我还要赶路呢！”崔磊善意地提
醒道：“先生，您还是跟车主确认一下
吧。”司机无奈，只好给车主打电话，
确认了该车是汽油车。

随后，崔磊将车引到汽油机位，
为车加注了满满一箱 92 号乙醇汽
油。“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么认真负
责，真要加错油，那损失可就大了！”
临走时，司机感激地说。

坚持判断，
赢得客户赞扬
□赵 耀

1月 20日上午，一辆厢式货车停
在了河南范县石油王楼加油站92号
汽油加油机旁。“92号汽油，加满。”司
机下车后，一边说，一边将车钥匙、加
油卡递给站长吴玉梅。“您这是柴油
车，请您把车开到北边柴油加油机旁
边吧。”有着多年加油经验的吴玉梅，
通过聆听车辆发动机声音，就已经判
定这辆车是柴油车。

“我经常到范县送货，在你们站
加过好几次油了，让你加就加，加错
油不怪你。”司机不耐烦地说。“您不
是车主吧，您还是进屋打个电话确认
一下油品吧。”吴玉梅劝道。看到司
机不为所动，吴玉梅打开货车油箱
盖，凑近闻了闻，然后对司机说：“您
的车确实是柴油车，请您核实一下
吧，加错油可就耽误您的事儿了。”

在吴玉梅的耐心劝说下，司机来
到营业室打电话跟车主核实。当确
认该车是柴油车后，司机立即为刚才
的行为向吴玉梅道歉，并一再表示感
谢。

“主动配送”为中小客户提供便利

打造“易小憩”爱心休息区

1 月，江西赣州石油融合“司机之家”“爱心驿站”
功能，在 20 座加油站精心打造“易小憩”爱心休息区，
通过美化门店环境、完善设备设施，为户外劳动者免费
提供热水、应急药箱、冰箱、微波炉、手机充电、无线网
络等服务，力争让加油站成为客户“信得过、离不开”的

“暖心之家”。大图为赣州石油加油站员工为清洁工人
送上热水。小图为“易小憩”爱心休息区场景。

邓明洁 陈倩楠 摄影报道

“司机之家”温暖母女返乡路

上栗石油
组织学习卸油“八步法”

本报讯 1月底，江西上栗石油组织全体
站长开展“地罐交接八步法规范操作规程”
培训，详细讲授了卸油“八步法”步骤，以及
个人防护用具穿戴、警示牌布置、消防器具
使用等知识，再次强调要引导油罐车到指定
位置、及时夹上静电夹等安全操作。

（龙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