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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闫坪卉 通讯员武 全
张晓宇 史文波报道：近期，受疫情影
响，国内成品油需求减少，部分省市成
品油库存大幅增长，产业链平稳运行
面临较大压力。在集团公司统筹谋划
下，销售公司协同炼化企业，充分发挥
大区公司的供应链协同优势，调产能、
增仓储、保物流、强调配，全力扩市增
销，保障炼油后路畅通。

他们发挥大区资源“蓄水池”作
用，统筹系统内外仓储的共享共用。
对内，深度挖掘现有仓储，协调各炼
化企业调整油罐检修时间，充分利用
部分炼化企业的仓储余量，全力用好
优化停工期间炼化企业厂区内的存
储罐容；加快推进仓储能力建设，浙
江石油桐乡油库改造提前半个月完
成并投入运营，安徽石油安庆油库
新建罐区、湖北石油荆州油库提前
投用。对外，加强外部仓储租赁，销
售华南先后在海南、粤西、珠三角等
地租赁外部库容，仓储能力大幅提
升，有效缓解了当地成品油库存压
力。

针对华东地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情况，销售公司统筹平衡资源，加大华
东地区资源往华中、华南地区疏散力
度。3月 17日以来，通过水路、铁路、
管输等运输方式，共向华中、华南地区
调出汽柴油资源超70万吨。

销售华东协调高桥石化积极打通
外港海滨码头发运成品油流程，实现
内港外港同时水路发运，成品油水路
出厂能力大幅提升。销售华南加强与
省市公司储运设施共享利用，组织管
铁联运、水铁联运等一二次物流运输，
及时将沿海炼厂资源向内陆油库疏
散。销售华北加快船舶周转，加大对
东北地区辐射力度，全力保障沿海企
业成品油出厂无后路之忧。

与此同时，销售公司加强油库高
库存运行风险防范，强化每日进销存
平衡和油库库容监测机制，通过液位
仪系统实时关注油罐高液位运行状态
情况。销售华中比对液位仪数据和人
工计量数据，确保油库、油罐库存数据
准确；销售华南建立产供销全面库存
监控模式，每日跟踪全流程库存动态
变化情况，加强库存预警，全力保障各
产销企业平稳运行。

销售公司联动协同全力疏库降库

本报讯 记者卢晓莉 通讯员屈丹龙
陈纯见报道：5月 15日，中原油田普光
天然气净化厂的火炬时隔 6年再次缓
缓熄灭，标志着普光气田第二次全气
田停产技改检修正式开始。

普光气田是我国川气东送工程
的主气源地之一，自 2009 年投产以
来，累计生产天然气超千亿立方米。
本次停产技改检修被确定为 2022 年
集团公司重大安全工程，计划工期 25
天，以集输安全仪表系统改造为主
线，计划完成 3 个技改项目和 5 项检
修工程，彻底消除制约气田安全运营
的各类隐患，实现安全控制系统数字
化升级。

为实现安全环保平稳停产，该气
田在停产前组织各单位开展停产推演
130余次，切实提升 1400余名参检人
员的检修水平，并将停产排放的废气
和烟尘处理纳入重要管控范畴，确保
环保指标达标。天然气集输系统优化
工序，平稳关停 56口气井、27座集气
站。同时，他们成立以环保、应急、监
测专业为主的“绿色停产”保卫团，对
普光气田3公里以内的农田、树林、村
庄进行24小时动态监测，守护周边居
民生活环境。经过精心筹划、科学安
排、严细操控，气田停产实现了“放得
空、吹得净、不超温、不超压、不损坏设
备、零污染”的既定目标。

本报记者 赵书萱 支咪咪

5月以来，面对北京复杂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作为首都重要的成品油、
化工品生产企业，燕山石化持续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按照北京市委市政
府和集团公司党组要求，第一时间启动

“封闭管控”模式，以最快速度、最严措
施、最果断行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员工健
康、保生产安全、保整体稳定，坚决守住
疫情防控底线，全力稳住能源保供一
线。

自 5月 7日实行封闭运行管理以
来，燕山石化充分发挥中央企业“主力
军”作用，各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截
至 5月 22日，累计向北京市场供应成
品油11.78万吨，供应熔喷布10.9吨。

最无悔的逆行

4700人驻厂，与同事并肩作战，与
装置并肩作战，与企业并肩作战

5月 7日凌晨 1时，燕山石化紧急
发布实行封闭运行管理的通知：公司将
于早8时封闭管理，请所有到岗人员当
天上班时带好个人换洗衣物、洗漱用
品、常服药品。

7 日 9 时，燕山石化以视频形式
召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作为首都能源保供企业，我们必须
坚决履行好政治责任，在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加强各类安全环保风
险隐患排查，全力保障生产经营平稳
有序。”燕山石化董事长、党委书记李
刚说。

5月 7日起，燕山石化每一处厂区
门口、每一条通向装置的路，都有逆行
者的身影。员工们拎着行囊，走进熟悉
的厂区，走进朝夕相处的装置，投身这
一场誓将坚守到底的战役。

“嫂子，这次可能时间长一点，驻厂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把女儿的小
手递给嫂子，有机化工厂研发检验中
心的王新中想要嘱咐点什么，却又说
不出话来。妻子是护士，早已奔赴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而自己的班组本就
因为疫情长期处于缺员状态。“我是党

员，这个时候我得顶得上啊！”望着女
儿渐行渐远的身影，王新中拎起行李，
毅然踏进厂门。

“驻守危化品停车场我是最佳人
选，那里的人员、地形、工作程序、防控
要求我都熟悉。”已近退休年龄的蔡会
斌，选择一个人坚守危化品停车场。每
天，蔡会斌要对150多台罐车进行疏导
和安全检查，夜深人静时，一想起小孙
子，总是忍不住念叨：“爷爷得把‘怪兽’
打跑，才能守好咱们的家。”

和他们一样，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
员工，或是家中尚有幼子，或是有儿女
正在备考，或是有老人需要照顾……每
个人或许都有不为人知的困难，可他们
毫无例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驻厂，
与同事并肩作战，与装置并肩作战，与
企业并肩作战！

目前，燕山石化驻厂人员超 4700
人。

最硬核的坚守

各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化工系统盈利装置满负荷运行，炼油系
统统筹抓好在运装置生产运行

坚定信心、增强决心、坚守恒心——
燕山石化公司党委向各级党组织、广大
党员发出倡议。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发
挥“主心骨”作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

“钉”在前方。党员突击队与青年突击
队冲锋在前，亮身份、作表率、勇担当。

面对企业封闭运行的实际，5月 6
日已停车准备进入例行检修的第三聚
丙烯装置17名党员主动请缨，驻厂参
与检修。12日，装置检修后一次开车
成功，实现满负荷运行。

在公司党委的引领下，各党支部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战疫情、稳运行、
保供应。

化工系统目前盈利状况较好，各装
置合理调配人员，对现场重点设备开展
专项巡检，全面梳理设备状况，有针对
性地制定检查时间及频次，合理制订详
细的生产计划，减少牌号切换次数，保
障持续稳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二高
压装置持续高负荷稳定生产 EVA 系
列产品，第一聚丙烯装置稳定高负荷生

产医用三元聚丙烯产品，氢气新能源装
置稳定工艺控制参数，强化产品质量监
控，保障洁净能源供应。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炼油系统根据
市场需求，统筹抓好在运装置生产运
行，合理安排汽油、柴油组分生产。汽
油生产方面，优化两套催化装置原料结
构及反应苛刻度等，降低汽油烯烃含
量，改善汽油性质，稳定汽油产量。柴
油生产方面，合理调整高压加氢装置、
柴油加氢装置负荷及原料结构，充分利
用氢气资源，消化催化柴油库存。

燕山石化每天组织召开物料进出
厂专题协调会，制定极端情况下炼油化
工加工方案，做好重点物料平衡安排，
最大限度立足于公司内部物料自用平
衡。质量检验人员合理安排分析检验
任务，甚至24小时连续作业，全力确保
每一个数据准确；热电系统高效统筹维
保巡检与运行岗位交叉巡检，确保安全
平稳保供。

最有力的保障

积极落实物资需求，做好后勤保
障，成立志愿服务队，共筑员工身心健
康防线

大疫当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燕山石化各级党组织积极落实驻厂员
工的物资需求和心理关怀，尽最大努力

保护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4月28日，根据提前部署安排，首批

折叠床抵达库房。该公司封闭管理前，
4.1万件物资全部落实，按各厂实际需求
紧急送达现场。

各单位“物资管家”志愿服务队倾
力确保驻厂员工的各项物资需求。“医
药代购”志愿服务队，一人承包一个生
产区域，每日统计驻厂员工用药需求，
统一申请进出厂，赴定点门诊购药。

“驻厂姐妹团”志愿服务队，帮助解决
各类女性物资用品需求及实际困难。

公司工会成立110人组成的EAP
志愿者服务队，动态了解员工思想动
态、身体状况及家庭情况，主动开展心
理辅导，保障员工身心健康。各级党组
织积极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政治工作，
积极引导驻厂员工保持情绪稳定、保持
规律作息、保持每天锻炼，共筑员工心
理健康防线。

疫情防控方面，该公司以“网格单
元”为基础，进一步明确封闭运行后网
格总长、网格长和防疫负责人的各项
职责，实施网格管理、多级联动、责任
到人，坚持人、物、环境同防，持续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严格做好公寓、食堂、
安保、保洁等公共服务岗位重点人群
管理，严格风险排查，最大限度减少内
部跨区域流动，坚决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

坚决守住防控底线 全力稳住保供一线
——燕山石化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纪实

普光气田开启第二次全气田停产检修

本报讯 5月 18日，安徽石油与京
东集团合作的“易捷养车-京车会”综
合汽服店在合肥华泰加油站投运。该
店是安徽石油与京东集团区域战略合
作以来首个落地项目，标志着双方在
新领域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将以此次开业为契机，深化

汽服合作，推进网络布局，计划3年内
合作开发实体汽服门店100座。安徽
石油将以此次合作为突破口，深化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通过建设完
善线下汽服、汽车销售、换油换胎、金
融保险等网络，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

（阮德胜 周延年 俞飞彩）

安徽石油京东集团合作汽服店投运

本报讯 记者王 雪 张 欢报道：近
日，为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交流，提
高全员科学素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中国石化成立科学技术
协会。

中国石化科协是集团公司党组和
管理决策层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

纽带，是推动中国石化科技创新和科
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石化科协将认真履行为科学
技术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
务、为提高全体员工科学素质服务、为
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充分激发科技
人员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为中国石
化扛稳扛好三大核心职责贡献力量。

中国石化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现场视频

中国石化安全生产
二十条具体措施

（动漫版）

勠力同心战“疫”全力增储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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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胜利油田牛页一区，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黄河钻井 70169平台新配备的 ZJ70DB新型钻机顺利就位。该钻机配套具有中国石化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套管柱自动化设备，可满足页岩油气、超深油气藏等各种复杂油气藏的勘探开发需求。图为 5月 23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4座钻井平台在牛
页一区试验井组同时进行钻井施工，其中 3座平台使用 ZJ70DB新型钻机。 张 玉 摄

新型钻机为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建设添新型钻机为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建设添““动力动力””

（详见2版）

（详见4版）

本报讯 5月 19日，国务院国资委
以视频和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中央
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特别是中央企业等国有
企业要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的重要指
示，总结链长建设成效，部署下阶段重
点工作，推动中央企业链长建设提质
深化。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牢记“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勇挑重担、
敢打头阵，以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
推动中央企业提升基础固链、技术补
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能力，不断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在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中更好发挥支撑引领
作用。 （据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
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赵士振报道：5月 23
日，集团公司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
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中央企业等国有
企业要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的重要指
示，扛稳责任、勇于担当，在加快打造原
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中发
挥更大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马永生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中国石化作
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必须在维护我国
产业安全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主
动作为。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
导，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要扛稳职
责使命，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深度
交流、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固链补链强

链塑链能力，共同打造基础实力过硬、
应用场景完善、产业生态良好的高质量
产业链。要争取更大突破，在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保障国家产业安全中发挥更
大作用。

会议安排公司近期疫情防控工作，
强调要严守防疫政策，严格落实防疫要
求，不断完善应急预案。要严防风险传
导，统筹好疫情防控、生产经营、风险防
范等各项工作，坚决稳住安全生产，坚决

稳住大局。要严抓关键少数，注重在大
战大考中考察识别干部，把各级领导干
部在大战大考中的表现作为政治监督的
重要方面，确保越是关键时期、吃劲阶
段，越能发挥出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

会议还传达国务院国资委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暨中央企业青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动员
部署会精神，安排公司相关工作。

加快现代产业链建设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集团公司党组传达学习中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稳责任、勇于担当

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