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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走失老人
报警找到家人

□李 敏/口述 王 韡/整理

我是安徽六安石油加油东站员工。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天下着小雨，我正

在便利店整理商品。突然，一位老人走进
来，我发现她头发花白，衣服已被雨水打湿，
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于是，我上前询问道：

“老人家，天很晚了，您怎么还不回家？”
只见她抬起头，目光有些呆滞，嘴里嘟

囔了几句。我扶她坐下休息，在交谈中得知
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已经在外面走了一
天，也没有吃东西。

我立即为老人倒了杯热水，并自掏腰包
从便利店购买面包及熟食，让她填饱肚子。

“老人家，您还记得家人的联系电话吗？身
上有没有带有身份信息的字条？”我耐心地
问她。但老人吞吞吐吐地说了几个号码，打
过去都是空号，而她也说不清住址。

无奈，我只好报了警。不一会儿，民警
来到我站，通过查询系统发现这位老人与登
记的一位走失老人信息吻合。最终，民警经
与报案人核实，确定了老人的身份，并把老
人送回家。

小区突发火灾
员工紧急救援

□贺 昊/口述 曾州澍/整理

我是湖南益阳石油新源加油站站长。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 10时，我正在查看

加油站销售报表，突然听到从我站旁的居民
楼传来救火的呼喊声。

我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从泵岛拎起灭火
器就往起火的居民楼跑。当我赶到现场时，
居民楼已经浓烟滚滚，火势大有蔓延之势。
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立即让围观群众拨打119火警电话，随后拔
下灭火器保险销，对准着火点喷射。很快，
消防车赶到现场，我配合消防队员一起灭
火。经过我们的全力扑救，居民楼的大火终
于被扑灭。

后来，我得知起火原因是住户家中电气
线路老化。“真是太谢谢你了，我当时脑袋一
片空白，除了呼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要不
是你们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我的房子都会被
烧毁。”失火住户户主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

车辆出现故障
及时准确排除

□晁红波/口述 相晓超/整理

我是浙江宁波石油剑山站员工。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为客

户车辆加好油，擦拭加油机和油枪。这时，
一辆红色轿车缓缓驶入我站，车上下来一位
女车主，围着车辆来回转。我快步迎上前，
主动询问：“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车辆仪表盘有个黄灯不停地闪烁，您能
帮我看看吗？”她焦急地说。

了解情况后，我查看她的车辆仪表盘，
根据平时学到的知识及经验，判断故障原因
是玻璃水不足。我先喊来同事一起把轿车
推到油站的临时停车区，随后打开引擎盖，
找到带有玻璃水标志的盖子，加注客户从我
站购买的玻璃水。很快，玻璃水加注完成，
车辆故障指示灯熄灭。女车主这才舒了一
口气。

临走时，她向我连连道谢：“小伙子，谢
谢你的热心帮忙，我还以为车辆出了大故
障。”“不客气，这点小事不算什么，以后欢迎
您常来我站加油。”我摆摆手对她说。

耐心帮助老人
学会微信加油

□张林超/口述 吕政华/整理

我是广西玉林石油苗园加油站员工。
近日，我正在油站值班，一位大爷推着

摩托车进站向我求助。原来，他的儿子用微
信给他打了一笔钱，他想用微信支付为摩托
车加油，但是不会操作。

了解情况后，我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帮
他停好摩托车，然后把他领进营业室，手把
手教他注册微信加油卡。但大爷说他眼睛
看不清手机屏幕的字，让我帮他注册。于
是，我当着他的面操作，帮他注册成功。

我还善意地提醒他，以后使用微信消费
要注意安全，以防被不法分子盯上。他乐呵
呵地说，微信里的钱就只用于加油，而加油
就只找中国石化加油站。

我听后很感动，大爷对我们的信任，是
建立在我们长期热心服务、诚心经营的基础
上，是对我们服务的认可。我当即与他约
定，以后需要使用微信支付加油就直接来找
我，随时欢迎。大爷听了点点头，满意地离
开了。

□汪海英

“方总，您的库存不多了，最近原油
价格可能要上涨，建议您补充库存？”早
上，浙江温州永嘉石油客户经理陈宝钦
照例打开电脑查看客户库存，然后打电
话提醒他们及时购油。放下电话，他来
不及喝口水就赶忙出门走访客户。

“陈经理每天不是在电话联系客
户，就是在走访客户的路上”。对于
这种工作状态，陈宝钦早已习惯。作
为温州石油直分销线条最年轻的客
户经理，他坚信“只要心中装有客户，
从零开始也能干好”。2021年，他提
前两个月完成年度直分销任务，个人
销量排名公司前列。

挨家挨户走访客户，办法虽
“笨”却有效

永嘉地区有3座非标油油库坐落

在瓯江沿岸，当地成品油直分销市场
竞争激烈。为掌握区域内客户信息
和用油需求，陈宝钦决定采用“笨”办
法——走出去挨家挨户走访客户。

他利用周末时间，使用手机地图
的搜索功能，结合天眼查搜索区域内
用油企业信息，在地图上标记出目标
客户或流失客户的位置，随后驾车挨
家挨户上门拜访，介绍中国石化油品
的数质量优势，了解客户流失的原因
并承诺给予解决方案。不到一个月
时间，他把永嘉地区跑了个遍儿，并
整理出一本厚厚的客户档案。后来，
他还把目标瞄向周边鹿城区、瓯海
区、龙湾区的用油市场。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利用假
期，我从永嘉上塘绕道温州仰义再回
市区，一共拜访了7家客户。早上天
不亮出发，到深夜才回到家，连饭都
忘记吃了。”陈宝钦说。那次，他成功
开发了3家客户。

把服务做到客户心坎里，人家
才会认可我们

陈宝钦认为，客户选择合作单位
也是在选择服务。走访潜在客户时，
他注重用服务打动客户，让客户感受
到企业的诚意。

去年7月，他走访某社会加油站
时了解到，客户的运油车未通过年
检，急需寻找新的车辆运油。虽然之
前客户明确表示与油品供应商合作
多年，暂不考虑和中国石化合作，但
陈宝钦仍热心地帮他协调运油车辆，
并承诺不管是否在中国石化进油，都
会帮他协调好车辆，保证加油站油品
供应。

听说客户现在仍需到镇里的银
行现金缴款购油后，陈宝钦主动联系
银行，咨询办理企业对公转账需要提
交的材料清单，并驱车陪同客户前往

银行办理。客户感动地说：“我与之
前的油品供应商合作这么久，他们也
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年纪大
了，每次现金缴款都耗时耗力，多亏
了你。”消化原有库存后，客户主动联
系陈宝钦购油。

“这说明我服务到了客户心坎
里，人家才会认可我们。”陈宝钦说。
2021 年，永嘉分公司终端客户直分
销销量排名温州石油第一。

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
增加客户黏性

陈宝钦认为，在客户维系的过程
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
案，才能增加客户黏性。

“你们的油品质量有问题，我们
的几辆车加你们的油后，喷油嘴堵住
了。”有一次，一位道路工程客户给陈
宝钦打电话投诉。针对客户反映的

问题，陈宝钦高度重视。安抚客户情
绪后，他立即查看了对方近期的提油
记录。通过出库周期测算，他确定客
户罐内油品均为中国石化油品。随
后，他驱车一个多小时上门走访客
户，顶着高温爬罐取样、层层诊断，最
终确定客户车辆喷油嘴堵住的原因
是储油罐多年未清理，导致罐底杂质
较多。

找到问题症结后，陈宝钦立即替
客户联系专业人员清理储油罐。此
后，客户的车辆再也没有出现过喷油
嘴被堵的情况。而陈宝钦高效的服
务和专业的诊断，也得到了客户的认
可。

这件事只是陈宝钦客户维系工
作的缩影。通过长期维系，客户对他
信赖感逐渐增强，“现在有些客户购
油时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这说明，只
要我们心中装着客户，客户就会想着
我们”！

“心中装着客户，客户就会想着我们”
浙江温州永嘉石油客户经理陈宝钦虽从事直分销工作时间不长，却把服务做到了客户心坎上，去年

个人直分销量排名公司前列

（（5252））

●● 名名 称称
北京石油朝阳分公司惠忠寺加油站

●● 定定 位位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县）安慧北里

321号，毗邻国家体育场（鸟巢）

●● 特特 色色
2022年冬奥会定点服务保供站

●● 成成 绩绩

1月 3日以来，已为3600余辆
冬奥车辆提供服务

北京市部分区域地图北京市部分区域地图

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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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庆明 高 君/图

2 月 4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如期举办。绚烂的
烟花在空中绽放，引得过路市民纷纷驻
足拍照。此时，在北京石油惠忠寺加油
站，加油员宋杰也在隔空欣赏着美丽的
烟花。

“ 汇 聚 全 世 界 目 光 的 冬 奥 会 开 幕
了！”宋杰正和同班员工庆祝，一辆印有
冬奥标识的车辆驶入油站。他连忙把车
辆引到加油机前，查看授权码后为其加
油。

惠忠寺加油站是距离国家体育场
（鸟巢）最近的加油站。冬奥会期间，该
站要为周边 800 余辆冬奥车辆提供服务，
是中国石化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一开始接到为冬奥车辆服务的任
务，我感到‘压力山大’，生怕做不到位。
但是我发现自己多虑了，员工都十分重
视这次保供任务，齐心协力、配合默契，
即使戴着口罩、隔着车窗，也始终以最高
标准为冬奥车辆服务。”惠忠寺加油站站
长高云说。

为保证油品供应不断档、不脱销，高
云紧盯库存，及时上报配送计划，确保油
品供应。同时，将每班人员从 7人增至 10
人，保证油站加油高峰时段人手充足。

此外，高云加强与冬奥车辆管理人
员的联系。冬奥车辆运行前期，高云带
领员工多次到 7 个冬奥服务车队为司运
人员进行“加油中石化”小程序培训，为
他们讲解无接触加油流程。冬奥车辆运
行后，他们提前了解冬奥车辆加油时间
及数量。每次在冬奥车辆到站前，都有
专人在油站入口处引导，保证冬奥车辆
和社会车辆分道有序加油，提高通行效

率。1 月 3 日以来，该站已为 3600 余辆冬
奥车辆提供服务。

惠忠寺加油站还肩负着宣传冬奥文
化的使命。

该站便利店“北京 2022 冬奥会官方
特许商品零售店”的标牌和播放的宣传
片，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冬奥氛围。“看
到便利店里卖冬奥商品，就带孩子进来
看看，没想到种类这么齐全，孩子特别喜
欢。”顾客许女士开心地为孩子挑选了几
款冬奥纪念品。目前，惠忠寺加油站便
利店销售的冬奥特许商品包括玩偶、水
杯、纪念章、钥匙链等近 50种。

冬奥会期间，安防工作也是重中之
重。高云每周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和岗
位培训，对疫情防控和个人防护的工作
规范和技能进行严格要求。此外，针对
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组织员工进行防
恐、加油机火灾等应急预案演练，增强他
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平日的班前会，惠
忠寺站员工还会进行桌面推演，确保各
项工作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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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亿人的期盼，60亿人的目光，

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如期举行。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定点服务保

供站站长，服务到位、提高效率是我

带领员工为冬奥加油的追求。有一

次，冬奥服务车队组织一场验车活

动，有160辆车到我站加油。为做好

服务，我们从早上 7时就开始准备，

现场专人指挥、开辟专用通道，实现

冬奥车辆和社会车辆有序加油，还提

前 1个小时完成了任务，受到称赞。

能够为冬奥会的举办出一分力，我们

感到荣幸又自豪！

▲冬奥会期间，惠忠寺加油站要
为周边 800余辆冬奥车辆提供服务。

◀站里销售近 50 种冬奥特许商
品。

惠忠寺加油站全景惠忠寺加油站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