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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催化剂公司
海外市场订单量创新高

本报讯 日前，催化剂公司获得9个牌
号、60余吨聚烯烃催化剂海外市场订单，
创同期聚烯烃海外市场订单量最高。今
年以来，催化剂公司抢抓国外市场机遇，
创新市场开发模式，主动研判市场，以优
质服务和优异业绩取得海外市场新突
破。

为更好完成市场保供任务，催化剂北
京奥达分公司研究制定应对海外新增订
单的生产保供方案，细化统筹生产安排，
最大限度提高装置产量，全力以赴落实保
供任务。同时，为克服国内外疫情形势严
峻、物流通道受阻的现状，与销售公司联
动探索多种运输方案，已于5月 6日将第
一批聚烯烃催化剂发往海外市场。

（韩楚婷 刘丹娜）

化销华南
联合企业推出流延膜料新品

本报讯 近日，化销华南针对华南地
区客户对高端流延膜料的需求，联合中科
炼化进行科技攻关，成功推出聚丙烯流延
膜料新产品PPR-F08E，推出市场仅1个
月，销量就达到2194吨。

华南地区软包装膜产业发展迅速，流
延膜市场前景广阔。化销华南联合中科
炼化经反复试验和研究，新开发的流延膜
专用料F08E具有挺度好、热黏合性能好
的特点，可作为食品包装膜的生产材料。
为推进新品专用料的市场推广，化销化南
深入走访下游工厂，充分收集下游客户需
求信息，开展客户试用工作并持续跟进反
馈，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积极协调生产企
业优化排产计划，为客户生产提供原料支
撑。 （曾少杰 吴广照）

五建公司
助力东乡藜麦产业园项目建设

本报讯 5月 6日，五建公司组织兰州
地区各单位工程技术专家，赴中国石化东
乡族自治县达板镇藜麦产业园区乡村振
兴项目施工现场进行调研，为加快推进项
目施工建设献计献策。

为了更好巩固脱贫成果，去年 9月，
中国石化投资建设东乡藜麦产业园区乡
村振兴项目，打造藜麦种植、加工、销售的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全国最大的藜麦加工厂。项目计划今年
中交，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与甘肃临
夏州政府深入沟通后，五建公司派出专家
组赴项目施工现场调研，专家组从安全、
质量、施工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助
力项目如期高标准中交。（李进学 王 艳）

天津石油
实现氢能加注零突破

本报讯 近日，一辆满载燃料电池氢
气的管束车驶入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天
津钢铁集团加氢站接卸区，并顺利为天钢
厂区的氢燃料重型卡车加注氢气，标志着
天津石油实现了天津市车用氢市场零的
突破。

天津石油将氢能作为公司新能源转
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深挖天津市场，大
力推进氢能主力保供格局。经营管理部
积极推进氢气资源的衔接工作，严格筛选
气源供应商，提前与天津石化完成了生产
计划预排、数质量认定、业务交接等各项
准备工作。与数质量部门配合对现行氢
气国家标准进行梳理，测算现有氢气计量
交接计算方式的经济性和可行性，确保数
质量安全。积极协助对接车辆承运商，完
善管束车入厂、加注、配送入站全环节操
作，确保承运车辆高效运行。

（庞志斌 史建峰）

胜利建工
中标高速公路工程新项目

本报讯 5月 5日，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胜利建工公司成功中标连云港至宿迁高
速公路沭阳至宿豫段路面工程LS-SQ21
标段，合同金额超4亿元，建设周期为19
个月。

据悉，该标段路面工程全长47.668公
里，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胜利建工公司坚持将高速公
路工程作为其特色优势产业，掌握了复杂
地质桩基、薄壁空心墩、新奥法隧道施工
等一批先进施工技术，先后参建了沪宁、
京沪、京福等一批高等级公路，修筑公路
总里程超3500公里，其中沪宁高速等4项
工程荣获鲁班奖，连徐高速等3项工程荣
获詹天佑奖，胜利建工公司也被评为2021
年度江苏省、云南省，以及全国3项公路施
工综合信用AA企业。（杨 森 宁 波）

本报记者 刘继宝 通讯员 明晓艳

“无论是公务车出行、车辆修理，
还是油烟机清洗、后厨洗碗摘菜，哪
里能创效，人就去哪里。”对徐智慧来
说，盘活车服中心人力资源才是头等
大事。

徐智慧是江苏油田车服中心人
力资源室主任。江苏油田公务用车
重组后，面临管理人员多、一线跑车
人员少，旧车多、新车少，大众岗位人
员多、专业技能人员少等矛盾。如何
盘活人力资源、让每名员工都创造最
大价值，成为车服中心首要任务。

“今年 1月至 4月，优化盘活 100
余人，新业务人员收入比原岗位增加
了 30% ，新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加 了
773.65 万元。”车服中心总经理沈闽
向记者介绍。近年来，车服中心通过
不断优化与调整，把人员从低创收岗
位向高价值岗位转移、从后勤辅助岗
位向外部市场岗位转移、从管理岗位
向一线岗位转移、从单一业务向多元
业务转移，收效显著。

车服中心司驾岗占比30%以上，
这个岗位一年的劳务收入，扣除人工
成本、车辆运行费用后，基本处于亏
损状态。该中心一方面加快处置老

旧车辆，另一方面加速推进司驾岗人
员向高价值岗位转移。某兄弟单位
由于特种车辆业务发展需要，急需司
驾人员，车服中心及时输送10名员工
到特车岗位，实现小车司机到大车驾
驶员的“华丽转身”，员工收入也随之
增长。截至目前，今年该中心56名驾
驶员从低创收岗位转移到高价值岗
位。

车服中心有200多名后勤辅助人
员，为了盘活这部分员工创效价值，该
中心出台对外创收激励政策，鼓励员
工外出找市场、找业务。他们及时跟
进扬州智谷二期物业服务，密切关注

江苏紫京外部市场用工招聘，将原乘
务员、库房管理员等19名后勤辅助人
员向外部市场岗位转移，由辅助人员
变成骨干人员，在新业务领域创收创
效。邓俊国以前是一名核算员，转移
到外部市场项目后，因优质高效地保
障项目生产用车，受到甲方好评。“我
们在盘活人力资源的同时，开拓了外
部市场，也赢得了信誉。”徐智慧说。

同时，为了改变管理人员多、一
线员工少的状况，车服中心持续精简
机构，优化岗位设置，整合管理岗位，
通过三室撤销、班组整合、岗位合并，
机构总数压减 49.1%，岗位总数压缩

28.1%。通过“保基薪，挣绩效”“多劳
多效多得”的差异化政策引导，实行
外部市场项目化承包、内部市场班组
承包经营，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主动
离开原岗位，走向创效岗位。

此外，车服中心还对员工进行技
能培训，让员工从单一的车辆驾驶
员、维修工等变成多技能人才。他们
从起重司机、防御性驾驶评估、低压
电工等专业的42名专业人才中，选拔
8名员工担任市场子项目经理，开展
车辆租赁、维修等业务，全力盘活各
类人员，今年以来外部市场收入同比
实现大幅增长。

江苏油田车服中心推进人员优化创效，经营业绩持续好转，今年前4个月，新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00余万元

“哪里能创效，人就去哪里”

单旭泽 李曙光 王丽宏

5月2日凌晨，一弯蛾眉月高高地
挂在西边。在海拔 3200 米的青海
高原山 201井场，气温已低至零下 2
摄氏度，但接井施工现场却一片火
热——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巴州分公
司北疆项目部新八队队长仉海峰正
和队员一起忙着测井施工，呵出的白
气在风中转瞬即逝。凌晨4点，随着
地层倾角仪器安全起出井口，队员顺
利完成山201井的测井施工任务。

这个五一劳动节，新八队过得既
难忘又充实。

山201井是胜利油田部署在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
一口重点探井，距离克拉玛依北疆项
目部基地1800多公里。

接到施工任务后，胜利测井巴州
分公司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制定施工预
案和行车路线，由副主任师刘铭带队
前往。队长仉海峰、操作工程师王丽

宏对所有下井仪器进行了认真的配
接、刻度，司机李文报、王志源、邢礼
海、王焕均仔细检查了车辆状态，更换
了存在隐患风险的轮胎，确保长途行
车安全。为防止长途跋涉过程中队员
出现恶心、血压升高等高原反应，分公
司提前为大家准备了药品和保暖衣
物。

4月 27日，4辆测井车从北疆克
拉玛依基地出发，驱车1800多公里，
翻山越岭，横跨新疆、甘肃、青海三省
区。

时间紧、任务急、路途远，队员
一路向前，从平原到高原，从日出到
日落，越过高温炎热的火焰山、穿过
雪花飞舞的当金山，队员身上的衣
物从短袖换成厚厚的棉工衣。这一
路，戈壁无人区之荒凉、高原缺氧反
应之强烈……一旦走过便不会忘
记。

4月 30日晚，新八队风雪兼程，
终于安全抵达山201井场，比计划提

前了12个小时。
队员不顾旅途疲劳，简单吃了点

东西，现场对下井仪器进行了配接检
查，做好施工前准备工作。刘铭和仉
海峰召集甲方监督、钻井、地质等相关
人员进行施工前沟通，详细了解井况，
交代测井施工注意事项。

5月1日8点，测井施工开始。全
队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绞车操作手王
志源时刻关注张力变化，王丽宏紧盯
仪器状态和曲线变化，操作手赵勇坚
持井口坐岗，刘铭认真做好现场巡回
检查……队员从黎明干到黑夜，经过
24小时连续施工，新八队取全取准了
测井资料，顺利完成施工任务，一次成
功率达到100%，受到甲方一致好评。

日前，四建公司承建的潮州华瀛 LNG 接收站项目 2 号储罐，高效完成了
储罐气顶升作业，赢得项目总承包单位和业主方肯定。 潮州华瀛 LNG 接收
站项目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是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第一个民营大规模 LNG 接
收站项目，一次性建设 3座 20万立方米 LNG储罐，建成后 LNG最大处理能力
达到 600万吨/年。图为 2号储罐施工现场。 曲照贵 摄 张 欣 唐陕峰 文

本报讯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
油厂首次采用“电代油”电驱压裂新
工艺，对义184块三期9号台的6口
井压裂施工试验成功。据计算，本
次电驱压裂施工比油驱能节约10%
的费用，还降低了50%的碳排放。

胜利油区电驱压裂施工供电由
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承担。他们第
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组织骨干力

量，多方研讨论证，确定电驱压裂供
电方案。胜利油田顺利投用电驱压
裂新工艺，也标志着全国电压等级
最高、变电容量最大的供电装置开
始为油田高效开发提供动能，成为
油田绿色低碳、节能发展的新范本，
为下一步高效开发国家页岩油示范
区的电驱压裂提供了技术储备。

（王维东 徐丽华 吴木水）

本报讯 今年以来，燕山石化在高
质量完成首都重大政治活动服务保障
工作的同时，生产经营也取得亮眼成
绩：前4个月，燕山石化累计盈利在集团
公司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排名中比1
月提升3个名次，跻身前五名 ；化工板
块效益排名系统内大乙烯企业第三。

燕山石化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生产
优化和结构调整。他们结合市场及产

品盈利情况，开展炼油、化工、公用工
程一体化优化，科学制订生产经营计
划，统筹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和
全国两会期间的生产经营工作。加大
与集团公司总部及专业公司的协调力
度，制定高油价下的生产经营策略，合
理控制原油库存。按照顺产顺销原则，
加大疫情期间产品出厂协调力度，确保
产销计划执行到位。实时优化生产经

营方案，炼油系统合理安排原油资源，
在确保成品油供应的基础上，提高液化
气、丙烯、混合二甲苯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量；化工系统按照裂解料自产自足原
则，保证装置满负荷运行，做大EVA等
盈利能力强的优势产品，确保在生产经
营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质量完成
社会服务保障工作，生产经营取得突出
成果。 （王朝辉 苏正杰）

本报讯 作为集团公司在四川盆
地天然气大发展的上产主力，西南石
油局元坝气田精益生产运行管理，统
筹组织大检修提升运行质量。截至5
月 12日，今年已累计产气15.68亿立
方米，向川气东送沿线六省两市70多
个城市供应 13.29 亿立方米天然气，

生产硫黄12.68万吨。
围绕稳增长保效益的核心使命，该

气田持续加强气井全生命周期排采管
理，实施“一井一策”，单井最高日产量
达72万立方米，最深井达8200米。运
行管控紧抓关键环节，净化、集输上下
游两大系统尽可能进行同步检修。两

轮次净化、集输系统停工检修成功树立
超深气田检修样板，目前该气田正抓
紧筹备首次全停检修。此外，该气田
积极响应国家、行业能源环境最新规
定要求，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着手设
计更多绿色低碳能效方案，保障气田清
洁高效生产。（杜海燕 张 瑶 贺甲夫）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总工会组
织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建管用“互
学互检”组，到贵州石油贵阳花冠路
爱心驿站检查，深入了解爱心驿站
运营、硬件设施配备、疫情防控等情
况，对贵州石油打造的爱心驿站表
示肯定。其中，贵阳花冠路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1年“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
站点”称号。

近年来，贵州石油坚持政企结
合、上下联动、多点发力，落实市场
调研、布局选点和建设运营一体化
管理，将“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
打造成企业关心关爱劳动者的“暖
心工程”。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建成

司机之家、爱心驿站等综合服务站
140余座，服务网络遍布全省。

在司机之家建设过程中，他们
针对货车司机出门在外的需求，发
挥加油站服务功能优势，为广大货
车 司 机 朋 友 提 供“7+X”系 列 服
务。在爱心驿站建设过程中，他们
统一基础设施布局，配齐冰箱、饮
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解决户
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
难、如厕难”等问题，并将服务设施
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安全须知等
内容制作上墙，指导广大户外劳动
者正确使用，确保爱心驿站安全有
序运行。

（施延吉）

本报讯 近日，南京市科学技术
局公布了 2022 年度南京市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认定名单，金陵石化烷
基苯厂获批成为“南京市绿色洗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直以来，金陵石化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以开发贴近生活、服
务主业的“高精尖”新产品为科技创
新工作重点，全力推动公司科技进
步。“十四五”以来，该公司强化“油
转化”技术攻关，推进表面活性剂下
游产品布局，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完
善科研管理激励机制、开展对外技

术合作等举措，提升科研攻关水
平。下一步，该公司以技术创新驱
动结构转型发展，加快核心技术升
级换代，打破国际技术垄断；深化与
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合作，在催化
新材料、绿色高效烷基苯、新型表面
活性剂等相关工艺及产品方面，实
施联合攻关；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拓
展合作领域，全力打造表面活性剂
技术最优、产业链最完整、生态友好
型的一流表面活性剂企业，以科技
优势巩固公司在洗涤行业的龙头地
位。 （陈平轩 袁宏桥）

燕山石化创效水平大幅提升

金陵石化烷基苯厂获批成为
南京市绿色洗化技术研究中心

元坝气田持续保持稳产高产

跋涉1800公里征战高原探井

胜利油田首次采用电驱压裂新工艺

贵州石油“暖心工程”获社会好评

镇海炼化首台汽轮发电机组通过蒸汽通流技术攻关改造，安稳运行近10个
月来，累计节省高压蒸汽8.8万吨，降本超800万元。经过改造，该汽轮发电机组
解决了10余项技术难题，运行平稳率达到99.3%。图为公用工程一部技术人员为
操作人员讲解汽轮发电机关键部位参数。 万 里 摄 任 毅 乐 伟 文

本报讯 日前，湖北电力交易中
心发布 2021 年度湖北电力市场主
体运营评价结果，江汉油田水电分
公司取得最高等级 3A企业评价认
证，成为中国石化在鄂企业首家3A
企业，对其未来优先参与市场交易、
绿电交易和电力现货交易具有重要
意义。

湖北电力交易中心面向参加
2021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所有发电
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组织开展
此次评价，共有63家企业参与。为
做好参评工作，江汉油田水电分公
司成立专班，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整
理数据，完成相关数据填报工作。

（石建芬 黄 涵 刘 丽）

江汉油田水电分公司获省3A企业评价认证

镇海炼化首台汽轮发电机组节能改造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