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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竞赛新闻摄影竞赛
长城润滑油杯长城润滑油杯近期，安徽池州石油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环保措施，实行错峰加油，并给予客

户“19时至 7时加油直降”优惠，既拉动了消费又履行了环境保护责任。图为池
州石油齐山加油站员工在夜间为客户加油。 孙宗奎 摄

错峰加油 环保又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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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丽芳

浙江衢州石油以攻坚创效为契
机，通过开展柴油直降、加油赠送红
包、错时加油优惠等活动，并动态调
整营销策略，助力汽柴油经营。二季
度，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衢州石油
汽柴油销量实现环比增长。

优选柴油站点开展系列营销活动

“好消息，自 6月 7日开始，我们
站开展柴油直降活动。峡口站全体
员工恭候您的光临，也请司机朋友帮
我们多多转发、宣传。”6月 6日，峡口
站站长沈钰在各个客户群推送促销
活动信息，并逐个打电话告知大客
户。“李先生，明天开始，我们站柴油
每升降价 0.7 元，优惠力度较大。您

明天该跑江西广丰了吧？一定来我
们站加满油再出发。”

面对竞争激烈的柴油市场，衢州
石油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依托“路网
统筹、省际联动”的选点策略，以物流
集散地为点、骨干道路为线，点线结
合，精选位于省际、国（省）道及腹地
的浙西二站、峡口站、衢龙站等加油
站，开展直降、送红包、送优惠券等系
列营销活动。

衢州石油通过调整活动站营业
时间、增派帮扶人员，线上线下多渠
道宣传、现场推介加满等措施，确保
活动质量。零售管理部门与物流部
门积极配合，调配货源、灵活配送，确
保活动站柴油不脱销。同时，他们组
建柴油销量监控群，安排专人每日更
新各站柴油销售情况，加强对标、督
促进度。活动第一周，活动站销量比

活动前增长84.5%。

精选汽油站点让客户得更多实惠

“每周四，我都会去机关站加油，
一箱 95 号汽油加满能省 30 元。有
时，我会选择单日去加满油，可获赠
两包鸥露纸，很实用。”机关站老客户
祝先生对促销活动很满意。

衢州石油营销团队以客户为中
心、以效益为目标，紧盯市场变化，借
助专业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客户流向，
精心选择机关、马墩口、双港等汽油
站点开展 92号汽油加满送鸥露纸活
动，同时在机关站分时段开展汽油优
惠、周四会员日、持卡客户加油返积
分、单日持卡加油送鸥露纸等活动。

“我们在主城区的汽油大站开展
错时加油优惠活动，并做好宣传、帮

扶、督导等工作，定期对活动效果进
行评估、通报。自活动开展以来，活
动站汽油销量显著增长。”衢州石油
零售管理部负责人介绍。

动态调整营销措施积累忠实客户

“由于省外高速公路受疫情防控
影响无法通行，境内高速公路仍处于
封闭施工状态，导致货车纷纷绕行。
受其影响，我们将停止位于省际的浙
西二站柴油优惠活动，改在招贤加油
站开展，请片区、加油站做好活动宣
传及车辆引流工作。”不久前，衢州石
油零售负责人在工作会上布置任务。

衢州石油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
整柴油活动站点，变更促销活动形
式。自4月开始，衢州石油在衢龙加
油站试点开展按柴油升数送红包的

活动，有效提高了柴油加满率。同
时，他们根据油价变更和季节特点制
定汽油营销措施，动态调整活动门槛
及赠礼种类，不仅提高了汽油加满
率，而且满足了客户对促销礼品的多
样化需求，增加了客户黏性。

“进入夏季，我们在原有送鸥露
纸的基础上，新增了可乐、七喜等饮
料类赠品，深受客户欢迎。特别是近
期开展的加汽油满 1 元送洗车的活
动，解决了客户洗车难、洗车贵的痛
点问题，给站里积累了一批忠实客
户。当前正处于攻坚创效的冲刺阶
段，我们有信心打好这场硬仗。”马墩
口加油站站长邹金仙信心满满。

浙江衢州石油通过开展柴油直降、加油赠送红包、错时加油优惠等活动，以及动态调整营销策略，助力汽柴油经营

灵活施策维系客户推高销量

□段明钊

“服务是最好的营销，在当前疫情
反复及高油价影响下，要想增量创效，
唯有提升服务。我们全体员工必须从
自身做起并换位思考，进一步改进服
务质量，做给员工看、带着员工干。”在
山东潍坊昌邑石油工作会上，管理人
员要求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加油站服
务提升百日竞赛”活动，通过榜样引
领、严格考核、动态管理等措施，提升
服务质量。1~5月，昌邑石油实现客
户零投诉，客户评价及参与率排名潍
坊石油第一。

典型推广

“什么是好的服务？让客户感觉
舒服、亲切的服务就是好服务，现在请
张惠杰同志发言。”在员工大会上，昌
邑石油请第三加油站 54岁的老员工
张惠杰现身说法，讲述服务心得。昌
邑石油除了邀请优秀员工传授服务经
验，还大力推广加油站现场规范化服
务，将其作为增加客户黏性的有效措
施。昌邑石油将七站、十九站作为规
范化服务样板站，召集全体站长到站
培训，随后由站长带头在各站落实规
范化服务，县公司考核验收，对未落实

规范化服务的站，要求站长每日到七
站现场学习两个小时。

在“加油站服务提升百日竞赛”活
动开展之初，昌邑石油与加油站的老
党员、老员工谈心，宣传开展规范化服
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入了解他们
的压力，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全体一线党员做表率，促进现场
规范化服务，打造出二十站等 6座规
范化服务样板站，多次得到市、县两级
的表彰。

即时奖惩

“有涛，你又得奖了，这个月你的
专项奖金超过1000元了。”听到站长
吴晓东的话，昌邑二十站员工陈有涛
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今后要继
续与客户交流，提高服务质量。

活动期间，昌邑石油开展了星级
员工评定工作，结合客户评价得分、参
与率、厕所评价、规范化服务视频检
查、综合考评、客户投诉等指标，制定
了一套完整的考核评价体系，调动员
工规范化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昌邑
石油针对规范化服务推广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剖析原因、加强整改。他
们制定了服务专项激励资金兑现办
法，对规范化服务不到位的站点和员

工，在管理群以照片形式曝光，对表现
优秀的站点和员工，给予精神及物质
奖励。昌邑石油还坚持每日召开管理
团队晨会，对安排的工作限定完成时
间，确保件件有回复、能落实。

过程管控

“昨天，我接到电话，说从监控上
发现我们的现场跑动服务不到位。”不
久前，第一加油站站长高朝在班前会
上说。活动初期，员工的现场服务不
尽如人意，昌邑石油便决定从基本动
作、动作标准、跑动服务、亮声服务等
分步骤培养员工规范化服务习惯，确
保入脑入心。他们统一拍摄小视频，
组织员工学习，推动落实。

同时，昌邑石油在星级员工评定过
程中，在工作群、办公区公示员工获星
情况，并为达到标准的星级员工颁发镌
刻本人姓名及照片的奖杯，激发员工工
作热情。针对服务排名落后的加油站
和员工，由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对其进行
谈话、帮扶，分析落后原因、制定整改措
施，管理人员同步落实督导措施，帮助
他们摆脱落后、实现提升。

基层管理
要讲究方式方法
□黄旭敏

近日，某加油站在检查中被扣分，站
长便在现场呵斥员工。员工感到被羞辱，
对站长粗暴的做法表示不满，工作情绪低
落。尽管站长的初衷是为了让员工重视
问题、改正错误，但工作要有方式方法。

作为站长，要想调动员工工作积极
性，就要与他们建立真诚信任的关系。站
长应经常与员工沟通，了解他们想什么、
要什么，明白他们的思想状况，帮他们解
决思想问题。当员工有困难时，应及时伸
出关爱之手；当员工犯了错时，要耐心说
服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奖励员工时，要
在团队面前；批评员工时，一对一的形式
更恰当。只有真心实意地关心员工，才能
赢得他们的尊重和爱戴，更好地开展各项
工作。同时，站长对待员工要真诚，言有
信、行必果；自己出现问题时，能够接受别
人的批评，敢于自我解剖并改正。

在面对如何提升销量、如何改进工作
等问题时，站长应发扬民主作风，引导员
工自行商讨解决办法，往往讨论结果与站
长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员工按照自己的想
法工作时，自然会积极执行。站长以平等
与民主的态度做好加油站管理，能够增强
员工认同感与凝聚力，让管理更有针对
性、员工更有工作热情。

企业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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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春华

“杨经理，你们到哪了？我这儿
的收割机快没油了。”“马上就到，已
过唐白河大桥了。”近日凌晨，湖北
襄阳石油襄州片区经理杨华伟已经
第三次接到某农场负责人王先生的
电话了。

头天晚上，气象部门紧急通知，次
日凌晨有大到暴雨。此时，襄阳市襄
州区某农场的万亩麦田里，50多台收
割机正在抢收小麦。眼看就要下雨，
某农场负责人王先生心急如焚。当他
从电视里看到襄阳石油的油罐车送油
到麦收现场并给收割机加油的新闻
后，立即给杨华伟打电话求援，让他连

夜送一车柴油到农场，以免收割机去
加油站加油耽误抢收时间。

杨华伟接到王先生的电话后，立
即致电配送部负责人，请他配合下达
配送计划并通知油库发油班在油库
等候。随后，杨华伟通知油罐车司机
带上计量器前往油库装油，自己则在
机场路加油站与两名员工等候，准备
跟车送油。

油罐车到达麦收现场后，杨华伟
与两名员工依次为收割机加油。“你
们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有了这一车
油，我这片麦子在下雨前就能收完
了。感谢中国石化，要是没有送油到
田头的服务，我就是哭也没办法把这
片麦子收完。”王先生激动地说。

□陈卓策 傅奕佳

浙江温州永嘉石油长岙加油站
通过大数据运用、线上社群推介、线
下扫街宣传等措施推广优惠活动，实
现油品销量提升。5月，该站会员日
首日油品销量环比增长102%，排名
永嘉石油第一。

“是的，您每周二持卡加油就能
享受优惠，记得提前在公众号上绑定
加油卡。”员工陈敏珠耐心向客户介
绍，这两天她已经接到几十个这样的
咨询电话了。长岙加油站充分利用
浙江石油开发的客户分析系统，分析
加油站目标客户数据并有针对性地
开发客户。该站通过勾选油品、时段
等查找条件，找出曾在加油站消费但
近期无消费的客户，系统将会员日等
促销活动信息发送到目标客户的手
机上，吸引客户前来加油。

同时，长岙加油站大力发展会员
社群，逐渐形成了具有近千名粉丝的
客户群。平时该站通过宣传各类促
销活动维系客户，有些客户即使不来
加油，也会在群里跟站长聊上几句。
长岙加油站推出每周会员日活动后，

“持卡客户每周二来站加油即可享受
每升 0.5 元优惠”的信息在群内传
开。当天，由客户介绍进群的新粉丝
就有20多个。

“明天来我们站加油，每升油优
惠0.5元，加满油箱一次可省20元。”
傍晚，长岙加油站员工徐彩双前往中
心街道、停车场等地派发宣传单，向
市民介绍活动内容。为了达到宣传
目的，长岙加油站登录系统查询周边
市场数据，组织员工分时段进社区、
进街道、进商铺，向市民派发活动宣
传页、讲解会员日内容、为用户答疑
解惑，实现扫街宣传全覆盖。

□赵 耀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让我们能吃
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近日，在河南
濮阳石油南乐新南环加油站，货车司
机陈先生向副站长王亚飞表示感谢。

当天，王亚飞发现一辆白色厢式
货车进站后迟迟不进加油区，便立即
跑上前向客户打招呼，并提醒对方进
站扫描濮阳防疫一码通。王亚飞在
检查对方的健康码无异常后，微笑着
问道：“两位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
助的吗？”

司机及副驾下了车，司机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我姓陈，我们来自山
东，准备前往南乐县城为当地送菜保

供的。我们一整天都没时间吃饭，现
在整个县城都封控了，想向加油站借
点热水泡方便面吃。”

“陈先生，你们别客气，你们为南
乐县人民运送蔬菜，我们更应该为你
们做好服务了。来到加油站就等于
到了家，我们站上有厨房，你们不仅
可以泡面，而且西红柿、黄瓜、鸡蛋免
费用。”随后，王亚飞带着他俩来到厨
房，帮他们泡上了方便面，并炒了个
菜。王亚飞笑着说：“我们站24小时
免费提供热水，过往的防疫车辆、物
资保障车辆都知道，下次你们再来，
有任何需求直接告诉我们就行。”“谢
谢你们，让我们出门在外的人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陈先生高兴地说。

□相晓超

“你好，昨天降雨致使工地停工，
今天我们需要加班赶进度。目前，我
们的柴油存量不足，麻烦你们送 5吨
柴油来。”近日，浙江宁波石油客户经
理陆斌接到某建筑工地负责人徐先生
的求助电话。

“徐先生，您别着急。您把工地的

位置及接卸油料人员的联系方式发给
我，我们马上给您送油。”了解情况后，
陆斌立即制作销售订单，并联系油库
和配送车辆，协商柴油配送事宜。由
于该建筑工地位置偏僻，羊肠小道较
多，再加上受雨水影响，道路又软又
滑，加大了配送难度。历经两个小时，
配送车终于到达客户工地。之后，配
送人员赶紧进行接卸油作业，取油样、

接油管、现场监护，在泥泞场地上来来
回回走了二三十趟。卸完油，配送人
员的工作鞋已全部湿透，裤子上满是
泥巴。

“我们工地路况不好，场地泥泞，
没想到你们能及时把油送来，辛苦你
们了！”徐先生向陆斌表示感谢。“那
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让
您工程用油不受影响。”陆斌说。

5吨油及时送到泥泞工地

山东潍坊昌邑石油通过榜样引领、严格考核、动态管理等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规范化服务实现客户零投诉

凌晨为收割机送柴油

利用大数据线上线下找客户

让保供人员吃上热乎饭

□任庆峰

“维护好大客户，既可以解决油品
销售问题，又能带动非油品销售。”谈及
销售经验，山西孝义石油长兴站站长程
刚说。截至目前，该站月均油品销量
290吨，年非油品销售额50万元，业绩
在孝义石油委托站中名列前茅。

一次，程刚在走访过程中了解
到，有一家化工企业，旗下有大型重
卡100多辆。程刚马上向上级汇报，
争取政策支持，随后便多次登门拜访
企业负责人王先生，争取到试用油品
的机会。在试用期间，程刚承接了该
企业办卡、充值的工作，并定期向对
方汇报业务。同时，该站清空一间站

房，作为“车友驿站”，为物流车队的
司机免费提供休息、会客、存放物品
等服务。全方位的服务方便了司机，
也感动了王先生，最终客户决定物流
车队的卡车均定点在该站加油。“程
站长算我的编外员工，工作做得井井
有条，我很信任他。”王先生表示。

在物流车队加油量基本稳定后，
程刚再次拜访王先生。“王先生，我们
站也有车队用的尾气处理液，质量有
保证、价格也实惠，欢迎车队到我们
站加尾气处理液。”程刚说明来意后，
王先生说：“我马上开会安排，在你们
站加我放心。”物流车队定点在长兴
站加注“尾液”后，带动该站非油品销
售额攀升。

大客户认站长为“编外员工”

嘉兴石油
“三优一免”保障农机用油

本报讯 随着“双夏”等农耕季的到来，
浙江嘉兴石油与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合作
推出优先加油、优惠供应、优质服务及免
费办卡的“三优一免”服务，保障了关键时
期农业生产。 （张秋燕）

宜春石油
开展“我为安全做诊断”活动

本报讯 自6月起，江西宜春石油组织
全员开展“我为安全做诊断”活动，并在月
度、季度对优秀诊断建议进行评审及奖
励，进一步调动全员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积极性，及时发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
不安全因素，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聂 凯）

宜昌石油
开展“当好第一责任人”活动

本报讯 近日，湖北宜昌石油开展了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活动，
邀请当地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围绕码头安
全、汛期安全等热点，对员工进行培训，提
升员工安全风险防御能力。 （钟 宇）

包头石油
提升服务促天然气销售

本报讯 1~5 月，内蒙古包头石油以
“加油站服务提升百日竞赛”活动为载体，
推动天然气站建设，并通过控制天然气价
差、增加服务内容、培训提升员工维修技
能等措施，提升量效水平，液化天然气销
售同比增长178%。 （陈 鸣）

惠州石油
5月柴油计划完成率105%

本报讯 5月，广东惠州石油柴油计划
完成率 105%，排名广东石油第一。惠州
石油通过在国（省）道加油站开展联动宣
传、以“大站带小站”的方式开发客户、发
挥“司机之家”增值服务优势、延长夜间服
务时间等措施，实现柴油销量增长。

（蒋逸菲）

“三夏”时节，江苏常州石油面向无法
上路的农机，专门提供油价优惠、服务优先
的“双优”服务，并成立青年突击队，帮助农
户收割小麦、插秧种稻，保障农耕进度。图
为江苏常州石油青年突击队开展送油下乡
活动。 薛霄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