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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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杂志2022年第6期要目

时评
勇担使命 为端牢能源饭碗作出更大贡献 本刊评论员

特稿
稳字当先统筹全局 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集团公司重点工作月度综述 赵士振 刘建中

关注
大力推进增储上产 坚决端牢能源饭碗
——专访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总经理郭洪金 李诗晓
管理者论：全方位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记者一线行”：探访中国石化油气田建设现场

管理之道
打造世界领先内控体系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杜江波
科技
江苏油田自主研发纳米驱油“扫帚” 王庆辉

改革·发展
河南油田精细勘探夯实资源根基 常换芳

观察
三角度发力构筑能源“保供稳价”体系 刘满平
环球
氢储能成全球氢能发展新方向

刘 坚 景春梅 王心楠

思想·文化
“产业+消费”打造中国石化特色帮扶
模式 宋云昌

“一岗双责”的实质是“双岗双责”
肖 浩

码上扫
看杂志精彩内容

本报记者 常换芳 通讯员 周壮志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河南
油田油服中心结合作业、维修等工作实
际，针对员工日常惯性思维、麻痹思想等
问题，创新开展了岗前察情绪、察思想，
岗中察工序、察标准，岗后察责任、察技
能的“察岗”活动，发动全体员工找问题、
找隐患、找差距，全力消除惯性思维、麻
痹思想带来的隐患。

截至目前，该中心539人次参与“察
岗”活动，观察出岗前情绪、思想问题40
个，岗中工序、标准问题45个，岗后责任、
技能问题39个。对“察”出的问题，逐一
及时解决，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岗前察思想，杜绝“情绪隐患”

“小徐，感觉你情绪不对劲。有啥心
事？咱们聊聊。”6月16日9时，油服中心
修井116队安全例会结束，队长吕荣杰把
会上走神的员工徐清明留下来谈心。

交谈中，得知徐清明上班前和妻子
发生了矛盾，心情不好。吕荣杰担心他
带着情绪上岗，就和他沟通，让他调整好
情绪再上班。

“负面情绪是潜在的安全隐患。一
个员工情绪不好，会影响一个团队的情
绪，甚至会导致操作失常。岗前察思想，
杜绝情绪隐患很有必要。”该中心主要负

责人刘胤解释岗前察情绪、察思想的重
要性。

“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该中
心要求全员上岗前开展情绪互察，对可
能出现的影响安全生产的负面情绪，及
时指出，及时化解，确保人人安心上岗。

岗中察标准，不放过一个细节

生产中，一些员工喜欢凭经验操
作。认为多年操作下来都没有出安全事
故，思想上就放松了警惕，久而久之就产

生了麻痹思想。一旦出现新情况、新问
题，就措手不及，埋下安全隐患。

针对这种惯性思维和麻痹思想，该
中心要求全员观察直接作业环节、特殊
作业环节中的工序是否正确、标准是否
执行到位等，对“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
反劳动纪律”等问题，立即叫停，并记录
在案。同时，该中心在每个生产环节配
备了监督员。监督员在生产现场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观察工序流程是否完整、
防火罩是否关闭、巡检是否到位，甚至工
衣纽扣是否扣整齐等员工容易忽略的细

节，打好安全“补丁”。
“习惯性违章最隐蔽，观察到位才能

查改到位。”该中心安全环保部主任范立
杰这样总结“察岗”的重要性。

岗后察责任，杜绝形式主义

“注氮设备的缝隙里怎么还有杨
絮？这小小的杨絮会导致设备散热不
畅，甚至可能引发火灾，你们意识到严重
性了吗？”6月 16日，该中心注氮队第一
副队长杨湖滨到井楼固定注氮点检查，
发现注氮设备的缝隙里还有杨絮，严厉
地批评岗位员工。

原来，5月上旬，杨絮肆虐，不仅飘落
在井楼固定注氮点的小院里，还钻进了
设备的缝隙里。

杨絮浮在水箱表面，会影响散热效
果，引起设备报警。注氮队员工巡检时，
只顾清除水箱表面的残留杨絮，却忽略
了注氮设备缝隙里的杨絮。

针对这个问题，杨湖滨在该队的安
全环保例会上严厉批评相关员工，并要
求其他班组员工举一反三找隐患，剖析
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同类现象。

“我们还以为队长来检查就是走个
形式，没想到这么认真。”员工小声嘀咕。

“我们一定要杜绝形式主义式的检
查！”杨湖滨扯着大嗓门和员工再三强
调。

河南油田油服中心通过岗前察情绪、察思想，岗中察工序、察标准，岗后察责任、察技能，推进基层岗位职责
和安全责任紧密融合

全时段“察岗”消除惯性隐患

楼小梅 周慧琼

“隐患终于消除了，收工！”6月18日 23时 30分，夜
色如墨，江汉油田江汉采油厂王场采油管理区王西二站
王17计量点泵房内却灯火通明，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
容。

王17计量点输油管线承载着4个计量点、30多口
油井原油的运输任务，安全责任重大。白天，站里特意
召开了安全分享会，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月”的相关内
容，分享事故案例，进一步增强员工安全生产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平时工作就很认真的李莉华当天夜班例行
巡检时，更加仔细了。

20时30分，当李莉华巡检到混输泵房时，起初并未
发现异常。但当她再次仔细查看时，突然感觉前方管线
下似乎有一滴液体滴了下来。“难道是眼花了？”她使劲
眨了眨眼，蹲下身凑近认真查看。等了好几秒，才发现
又一滴液体渗了出来，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不好！
管线包裹着厚厚的保温层，油还渗了出来，肯定是穿孔
了，从位置看还是输油管线的三通处！”想到这，李莉华
立即跑向值班室，给站点负责人颜士云打电话汇报。

23时 30分，颜士云带领党员突击队将漏点成功堵
住。

“小李，好样的！好在你发现及时，裂口大小还没有
到不可控的地步。”回到泵房后，颜士云对李莉华竖起了
大拇指。

“是今天的安全学习让我的安全意识更强了，凡事
都要仔细再仔细。”李莉华笑了。

本报记者 彭 展 通讯员 龙 蓉

夏季的凤凰古城，点点云雾缭
绕满山新绿，沱江河水层层碧波，
荡漾盎然生机。

“巴陵石化给我们送来新校服
和储物柜啦！”5月 25日，在距离湖
南凤凰古城近 20公里的凤凰县千
工坪九年制学校，七年级学生龙丽
青和同学们奔走相告，校园里顿时
欢腾起来。

5月底，巴陵石化教育帮扶工
作小组到距离500多公里外的凤凰
县开展教育帮扶活动，为千工坪学
校捐赠校服 3862 套、宿舍储物柜
576个，并和学生开展“一对一”助
学帮扶。

千工坪学校位于凤凰县山区
腹地，全校2200多名苗族学生大多
为留守儿童，并有部分单亲儿童和
孤儿。根据中国石化教育帮扶工
作的统一部署安排，巴陵石化与千

工坪学校 2021年结对。结对帮扶
以来，巴陵石化克服疫情等因素影
响，公司领导带队实地走访调研，
对接师生需求，建立沟通机制，制
订阶段结对帮扶计划，并发布《招
募“手拉手”助学志愿者倡议书》，
有300多名员工踊跃报名。

今年 4月，该公司邀请湖南理
工学院、岳阳市岳阳楼区教师发展
中心等对口单位，对教育帮扶工作
进行专业指导，并远程连线千工坪
学校管理人员，共同研究制定教育
帮扶方案。“五一”期间，公司组织
生产商加班加点，赶制为千工坪学
校捐赠的夏季爱心校服和宿舍储
物柜。

巴陵石化教育帮扶工作小组

一到千工坪学校，就立即分四组行
动起来。一组与千工坪学校负责
人等座谈交流，了解最新情况；两
组前往拟结对助学的学生家庭实
地走访；另一组做好捐赠物资的接
卸联络等相关工作。

听闻巴陵石化志愿者到来，千
工坪学校的“苗家娃”纷纷高兴地
跑到操场上迎接。看到聚拢来的
孩子们，志愿者卢健、许竹新等同
孩子们欢快地聊天、做游戏，还到
教室里与同学们一起朗读课文。

随后志愿者前往学生龙丽青
家里走访。龙丽青的作文写得不
错。她从屋里捧出一沓征文获奖
证书，一一向“红马甲”叔叔阿姨介
绍，笑容灿烂，充满自信。

得知巴陵石化志愿者要来家
访，八年级学生龙政伟的妈妈早早
在家门口迎候。龙妈妈介绍，政伟
成绩不错，还非常孝顺，看到妈妈在
外面打工很辛苦，只要放假就主动
帮忙干家务活儿。龙政伟说：“我一
定要刻苦学习，在巴陵石化叔叔阿
姨的帮助下，争取考上好高中。”

“每走访一户学子家庭，了解他
们的生活学习近况，听他们谈及对
未来的憧憬，我们都很受触动。”巴
陵石化志愿者许竹新说，“回公司
后，我要多向同事讲述苗家学子的
励志故事，发动大家参与结对助
学。”

在巴陵石化教育帮扶千工坪
学校捐赠暨“手拉手”助学结对仪

式上，龙丽青、龙政伟等 20名学生
与巴陵石化志愿者现场携手结对，
另外180名学生后续将与公司志愿
者助学结对。

手捧巴陵石化赠送的精美书
包和水杯，龙丽青高兴地说：“我和
同学们会好好爱惜校服和宿舍的
储物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
谢巴陵石化的叔叔阿姨！”

中国石化坚持 20年定点帮扶
凤凰县，先后投入帮扶资金 1.26
亿元，从产业、教育、消费等方面帮
扶，为凤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贡
献了央企力量。之后，巴陵石化还
将从师资培训、结对游学、爱心捐
助、心理关怀等多方面精准施策、
跟踪帮扶，促进学校教育水平、学
生能力素质不断提升，助力千工坪
学校建设家门口的优质学校。

镜头一：

“你这个维修流程不对，这样
很危险。”6 月 15 日 8 时，河南油
田油服中心采油维修二队队长常
浩观察员工维修工序时，发现一
名员工维修流程不严谨，立即制
止。

“有啥危险的？平常不都这
样操作的嘛，也没见出啥安全事
故。”员工不服气地说。

“很多安全事故就是你这样
的惯性思维导致的，你必须立即
改正。”常浩严厉要求。

镜头二：

“抓紧时间把那个坏螺栓卸下来！不
要出现‘低老坏’问题！”6 月 17 日，在楼
31419 井场，油服中心修井 201 队队长贾
明杰严厉要求。

原来，修井机底盘上有一个螺栓松动
了。一名员工用扳手上不紧，就在螺栓上
缠一点棉纱，再去紧固。

“这种表面上看似的紧固，其实存在极
大的安全风险。小螺栓紧固的是大设备。
一旦螺栓脱落，后果不堪设想。”在贾明杰
的坚持下，那名员工更换了一个新螺栓，并
牢牢地紧固。

志愿者牵手苗家娃
——巴陵石化爱心助学湘西凤凰千工坪学校侧记

天津石油打造全链条人力资源价值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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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仔细再仔细”

安全生产 人人尽责

扬子石化聚焦安全生产重点难点，组织全员开展安全大讨论，开展“地毯式”排查，查找安全环保、责任落实、隐患
整治等方面的盲区。图为近日，芳烃重整联合装置员工排查关键部位隐患。 李树鹏 摄

“地毯式”排查除隐患

杜绝违章就要“找碴儿”

开栏的话：为扎实开展主题行动和“安全生产月”活动，以抓安
全、保安全实际行动推进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本版即日起开设《反

“三违”、防事故，全员大讨论》专栏，请一线员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人员、安全专家等结合岗位实际现身说法，强化全体员工安全意识、
制度意识，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刚柔并济让安全管理更有效

本期话题：如何杜绝违章作业？

对“打擦边球”行为说不

教育帮扶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在行动

李晓丹 李姝瑶

近日，天津石油高级管理研修
培训班圆满落幕，华为金牌讲师团
队通过为期四天的授课，为公司注
入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

天津石油高度重视人力资源
管理，通过五项举措着力打造全链
条人力资源价值提升机制，优化人
才队伍，多项主要经营指标居销售
系统华北区域前列。

以岗位管理夯实人力资源管

理根基。通过开展岗位设置优化、
岗位说明书规范和岗位价值评估，
构筑覆盖全面、统筹协调的岗位管
理体系，推动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
协同创效。

以契约化管理引导人力资源
改革方向。坚持现代化、市场化发

展思路，组织经理层、中层、基层管
理人员 500 余人签署岗位聘任协
议、任期和年度经营管理业绩考核
责任书，让管理人员目标感更清
晰、执行力更坚决。

以多维度考核助推人力资源
效能提升。创新性构建“KPI+综合

测评”多维度考核体系并应用于全
员，实现考核联量联效、突出重点、
公平公正，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
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全面激发整体工作效能。

以制度化调整优化人力资源
配置。将考核结果应用方式制度

化落实，并刚性兑现；同职级收入
差最高达 1.8 倍，累计调整优化用
工 180余人，实现薪酬按价值贡献
度分配、机会向价值贡献者倾斜。

以创新化培训赋能人力资源
价值创造。构建全员培训数字化
学习管理体系，开设赋能培训云课
堂，搭建分级赋能HSE培训机制。
2022 年统筹安排各类培训课程
200余课，截至目前已有8000余人
次参与，实现培训渠道多元化，库
站一线全覆盖。

今年，我们单位作为中原储气
库群的牵头建设单位，安全工作责
任重大。我主要负责储气库建设
期间的安全监管工作。前不久，我
在安全监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
题：一名承包商员工在登高作业中
使用临期的安全带，我立即叫来承
包商负责人对此事进行批评，并下
达了现场整改意见书。

很多人会问，临期安全带还
没有过期，为什么还需要承包商
进行现场整改呢？因为我们厂今
年开展了杜绝现场违章专项整治
活动。为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
绝违章施工作业，我们对承包商
施工施行“双监护”工作制度。在
某次会议上，监护人员提出，针对
临期的安全带，要提前一周进行

更换的意见。这种近乎苛刻的
“找碴儿”得到了监护人员和承包
商负责人的认可。

从事了近两年的安全监护工
作，我总结了三点减少现场违章作
业的做法：安全规章制度是每一名
员工的护身符，是从无数血的教训
中总结出来的，条条重于泰山，必须
严格遵守；监护工作必不可少，监护
人员的责任就是了解现场的危险
点，时刻提醒施工人员；奖惩分明也
是减少现场违章的重要手段，很多
员工明知故犯，无非是为了省事，对
违章行为严厉惩处，才能让员工有
触摸红线的畏惧。

（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储
气库管理区技术员赵紫敬/口述
魏园军 王谦/整理）

6月初的一天清晨，我在安庆
石化炼油转化工项目新建热电锅
炉装置钢结构框架平台上安全巡
检，发现一名分包商员工安全带
没有高挂低用。我没有像往常那
样用扩音喇叭进行提醒，而是把
违章员工安排到安全区域进行培
训，让他进一步明确安全带的标
准使用方法，避免再次出现违章。

我想，若是先用喇叭大声提
醒，会惊吓到正在聚精会神施工
作业的员工，容易出现高空坠落
事故。安全管理人员在处理施工
作业违章时，应尽量站在参建员
工的角度去考虑安全问题。

在这次项目开工中，我们就采

取了“刚柔并济”的安全管理措
施。比如在施工作业区内，安全员
发现员工有违章，一改往日大声喊
叫的方式，变成用温和的语言和行
为提醒并监督参建员工规范操
作。参建员工因违章问题产生争
执的现象少了，主动整改的多了。

安全管理制度虽然是冰冷
的，但我们可以用带有温度的管
理方式，让员工心平气和接受监
督，自觉自愿杜绝违章作业，不将
负面情绪带入操作中，从而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

（十建公司安庆石化项目部
安全部长 王清/口述 田元武/整
理）

随着天津南港乙烯项目即将
由土建施工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施
工人员增多，各种施工器具不断增
多，安全压力加大。这对于我们专
业安全管理人员是个考验。

我们结合现场实际，将现场
吊装作业作为监护重点。按要
求，警戒区域里不能有人。但还
是有些施工单位存在侥幸心理，

“打擦边球”。例如钢筋吊装作业
时，有些施工人员就会习惯性地
到警戒线里面做一些相关操作，
发生系列违章作业。

我们监护时，一定要对这种
“打擦边球”行为说不。必须不折

不扣执行现场作业标准，确保不发
生违章行为，从而确保安稳施工。

作为一线安全管理人员，我
的体会是，要通过现场监管和视
频监管等形式，做到多层次全天
候全方位强化监管，坚决严格执
行安全管理各项规定。近日，天
津石化出台三十条特殊作业硬措
施，条条“带电带刺”。我们通过
加强宣传贯彻，坚决落地执行。
目前这些硬措施已深入人心，现
场施工作业人员执行情况较好。

（天津石化南港乙烯项目
HSE 管理部安全督察队队长吴
长喜/口述 张训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