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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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枝花石油振兴站攀枝花石油振兴站：：方便村民用油方便村民用油、、提供就业岗位提供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税收创造更多税收

为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加满油加满油””

（（6969））

●● 名名 称称
四川攀枝花石油振兴加油站

●● 定定 位位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乐安镇补特

村G356国道旁

●● 特特 色色
四川石油与当地村集体共同合作

的乡村振兴基地

●● 成成 绩绩
2021年底开业至今累计销售油品近

200吨，非油销售额逾5万元

紧急送油到工地
居民用电有保障

□褚霞如/口述 杨景贺/整理

我是广西钦州石油本部片区客户经理。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西钦州市某供电

公司负责人给我公司打来求助电话，说由于
近期暴雨频繁引发山体滑坡，导致那丽镇部
分高压供电设备和线路发生故障，希望我们
送1000升柴油到工地助力抢修电路。

“如果不及时抢修，将会影响那丽镇周
边村庄居民的用电。”供电部门负责人焦急
地说。时间紧迫，我迅速响应，请示片区经
理后，和同事徐桥宗组成送油突击队，快速
指导客户办理提油手续。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在加油站装
好柴油，迅速赶往 20多公里外的供电抢修
现场。

一路上，我们克服暴雨后山区道路泥泞
的困难，按时把油送到了指定现场，为供电
工人抢修电路赢得了时间。“我代表那丽镇
周边村庄居民，感谢你们及时、热心的帮
助！”这位供电负责人感激地说。

客户车辆有故障
员工秒变修车工

□张芳芝/口述 翁丹妮/整理

我是浙江台州石油三门港南加油站员
工。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加油区为进站
车辆加油，顺便对加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
看是否存在车胎漏气等安全隐患。这时，客
户王先生加好油准备驾车离开，谁知车子怎
么也打不着火。

“您好，请问需要帮忙吗？”我上前询
问。“附近有没有修车的？我的车坏了，这可
怎么办？”客户王先生不知所措。“您别着急，
我帮您看看。”我一边安抚他，一边从站内便
民服务处找来简易工具箱帮他检查车辆。

我在故障车辆周围拉起警戒线，随后打
开车辆引擎盖，仔细检查车辆发动机、线路
连接等，很快找到故障原因，原来是电瓶接
头脱落。我向车主说明情况后，和他一起将
接头拧好，故障顺利被排除。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想不到中国石化
员工不仅会加油而且会修理车辆，给你们的
服务点赞！”客户激动地连连向我道谢。

外地司机遇扎胎
联系修车赢称赞

□王晓庆/口述 王 敏/整理

我是湖北十堰石油黄龙加油站站长。
近日，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我拜访

完客户，正骑着电动车赶回加油站，突然看
到一辆载有 4台拖拉机的拖车打着双闪停
在路边，司机站在车辆旁唉声叹气。

见状，我立即下车询问。原来，车主来
自河南，拉的货是要送到陕西省安康市的。
没想到行驶到附近时，拖车的轮胎被扎破。
他开车在附近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修车
铺，收货单位在路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催货电
话，要求必须当天把货送到目的地。

“您别急，我来帮您联系维修师傅。”了
解情况后，我立即与相熟的修车师傅联系。
很快，修车师傅赶到现场，为拖车补好了轮
胎。

“太感谢了，你们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就
到你们站把油箱加满。”拖车司机满面笑容
地对我说。

三轮车突发自燃
加油员快速灭火

□谭元惠/口述 黄 景/整理

我是湖南常德石油安乡湘北加油站站
长。

6月10日早上，一辆机动三轮车在我站
加注92号汽油后正准备离开，突发自燃，车
身冒起浓烟、蹿出火苗，情况十分紧急。

我当时正在为客户服务，见状立即赶过
去，第一时间帮助车主将机动三轮车推到站
外，同事同时使用灭火器喷射，仅用 3分钟
时间就将火苗扑灭，成功化解了危机。

经了解，机动三轮车进站前经过高温暴
晒和较长距离驾驶，发动机温度过高，加上
机油漏油滴在发动机上，导致自燃。

事后，车主惊魂未定地向我表示感谢：
“我当时慌了神，幸好遇到了你们。谢谢你
们帮我挽回了损失。”

临走时，我们还向车主简要普及了防火
灭火知识，并提醒他现在气温高，一定要定
期检查车辆，注意驾驶安全。

□何 静 陈海云 文/图

天山以南的南疆地区，是多民族
聚居地区，有近200座中国石化加油
站，新疆阿克苏石油阿瓦提二号加油
站就是其中一座。该站地处南疆中
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北边缘，位
于阿瓦提县城乡接合部。由于地理
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当地很多
年连居民区和商业街都没有，阿瓦提
二号加油站非油销售十分艰难。

该站站长古丽克孜·阿不拉不服
输，带领4名维吾尔族女员工，历时8
年克服语言障碍、开拓销售渠道、真
情服务村民，将便利店销售额提升了
3倍多。去年，阿瓦提二号加油站非
油销售额首次破百万元。

“谁说丫头子（女子）不如巴郎子
（男子）。”古丽克孜·阿不拉自信地
说：“只要用心干，就没有提不起来的
销量。”

“哪怕跑到20公里、50公里
外也要开发客户”

风沙肆虐，周边都是沙土，沙尘
暴给当地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古丽
克孜·阿不拉和员工们出门从来不敢
穿白鞋。

尽管如此，面对低迷的非油销售
额，古丽克孜·阿不拉坐不住了：“我
要出门找客户，哪怕跑到20公里、50
公里外，找一个算一个。”

说干就干，每逢休息日，古丽克
孜·阿不拉就骑上摩托车，带上宣传
单走访客户。

行驶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摩托
车轮胎经常深陷沙土；遇上大车驶
过，扬起的漫天灰尘令人睁不开眼、
无法呼吸……尽管困难重重，但古丽
克孜·阿不拉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
来，连续8年走出去开发客户。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古丽
克孜·阿不拉的还有客户的不信任。
她回忆，刚开始走访客户时，吃闭门
羹是家常便饭。村民对易捷品牌不
了解，害怕买到假货。为打消他们的
顾虑，古丽克孜·阿不拉每到一个村
落，就先到村里的商店看看哪些商品
热销，然后再联系村委会，请他们帮
忙向村民推介。

时间久了，村民都知道古丽克
孜·阿不拉销售的商品货真价廉，从
不欢迎她到盼着她来。她带去的粮
油、洗护用品等商品，经常销售一空。

汉语、维吾尔语熟练切换服务客户

在阿瓦提二号站，每名员工手上
都有一本《维汉双语学习手册》，这是
古丽克孜·阿不拉送给大家的。几年
前，站内的几名维吾尔族员工对汉语
不熟悉，存在“听不懂”“说不清”的情
况，经常闹笑话。

“进站客户中，汉族消费群体占
30%，不懂汉语怎么行？”古丽克孜·

阿不拉决定改变这一状况。
“您好，欢迎光临。”“欢迎下次再

来！”每天晚上是阿瓦提二号站学习
汉语的固定时间。古丽克孜·阿不拉
念初中时，就开始学习汉语，普通话
说得很标准。她从最基本的问候语
开始，耐心地教大家发音。她念一
句，员工跟着念一句。

“有时候大家觉得学汉语很难，
我就不停地鼓励她们。毕竟，客户的
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古丽克
孜·阿不拉说。

按照她的培训计划，阿瓦提二号
站员工每天学习 3~5个汉字或简短
的句子。历时一年，她终于让员工们
都掌握了基本的汉语沟通能力。如
今，员工们能用汉语、维吾尔语与客
户熟练沟通，再也不需要古丽克孜·
阿不拉在一旁当“翻译”了。

真心帮助把客户处成家人

4年前，古丽克孜·阿不拉在走访
时，了解到居住在阿瓦提县阿依巴格

乡的买买提·沙吾提是一位独居老
人，依靠低保维持生活。长时间的独
居生活，使老人不愿与人交流，经常
一个人坐在门口发呆。

古丽克孜·阿不拉经常去看望
他，陪他聊家常、做他爱吃的面食、帮
他剪羊毛。

久而久之，买买提爷爷把古丽克
孜·阿不拉当成自己的亲孙女，话也
多了，人也变得开朗起来，还经常帮
古丽克孜·阿不拉向村民推销易捷商
品。

古丽克孜·阿不拉经常劝买买提
爷爷，让他不要过于操劳。但买买提
爷爷总是笑着说：“你帮我，我也想帮
你啊！”

像买买提·沙吾提一样，与古丽
克孜·阿不拉成为亲人的还有村民阿
布都。有一次，古丽克孜·阿不拉和
他聊天时得知，阿布都有个小饭馆准
备开张，急需大米、面粉、食用油等商
品。由于周边没有超市能够买齐这
些商品，他的小饭馆一直没开张。了
解阿布都的难处后，热心的古丽克
孜·阿不拉立即调货，并向他介绍易
捷便利店最新的优惠活动，为他算经
济账并承诺送货上门。最终，阿布都
成为阿瓦提二号站的忠实客户。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也感谢你
们在茫茫人海中选择了我。我会尽
心尽力为每一位客户做好服务，让阿
瓦提二号站成为你们的家。”古丽克
孜·阿不拉经常对客户说。

在南疆这片土地上，除了风沙，
还有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努力前
行的古丽克孜·阿不拉。她的每一次
出发、每一个故事，都在描绘易捷服
务的“南疆画卷”。

古丽克孜·阿不拉克服困难，带领4名维吾尔族女员工，开拓销售渠道、真情服务村民，
八年如一日，将便利店销售额提升了3倍多

“丫头子”站长情系戈壁滩村民

□卢华瑜 彭海丽 文/图

布拖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位于川西南边缘，平均
海拔 3000 多米。2020 年 11 月，布
拖 县 退 出 贫 困 县 序 列 ，2021 年 8
月，被列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

在对口帮扶的贫困户全部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为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四川石油在布
拖县乐安镇补特村 G356 国道旁支
援建设振兴加油站。该站占地面
积约 2000 平方米，拥有 3 座油罐、
两台双枪加油机，历时 4 个多月完
工，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正式投营，
结束了周边 3 个乡镇方圆 20 公里
范围内无加油站的历史。同时，振
兴站易捷便利店里生活物资丰富，
可满足周边村民的日用品购买需

求。
“国家政策好啊，不仅给我们

修大马路，而且建了加油站，我们
再也不用跑到 30 公里外的县城加
油、购物了！”周边村民纷纷表示。

将一座加油站取名“振兴”，背
后是四川石油对乡村振兴的助力
和期望。

作为四川石油与当地村集体
共同合作的乡村振兴基地，振兴加
油站在站内销售乡村振兴商品、开
展就业培训及乡村振兴宣传等活
动，并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该站员工均为当地彝族村民。

不仅如此，四川石油每年向当
地村集体固定支付一笔基地承包
费用，作为乡村振兴基金用于村集
体经济发展。如果振兴加油站年
成品油销量超过 600 吨，还将额外
支付增量效益的承包费，并将部分
税收留在当地，为乡村振兴增添更
大动能。

今年春节以来，四川地区迎来
两场强降雪，海拔近 3000 米的振
兴加油站被茫茫白雪覆盖，当地气
温降至零下 5 摄氏度。为确保当
地村民用油，振兴站员工在恶劣天
气坚守岗位，用消防铲和扫帚清理
积雪，守护着这座“来之不易”的加
油站，践行企业对当地村民的承

诺。
“正月初七凌晨，我有急事要

赶回 80 公里外的老家，车在半路
突然提示油量不足。深更半夜的，
我找了一圈也没加到油。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我来到开业不久的振
兴站，没想到刚摁响喇叭就有员工
出来为我加油，并嘱咐我路上开车
注意安全，让我感觉暖暖的。”客户
王师傅因此成为振兴加油站的常
客。

“作为乡村振兴基地，方便周
边村民用油、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为当地创造更多税收是我们的建
站初衷，也是我们的奋斗动力。”彝
族小伙、站长阿吾子贵表示。

多年来，四川石油通过输血式
帮扶，在布拖县部分帮扶村建学
校、修村道、设路灯，全力改善基础
设施和村容村貌。振兴加油站开
业后，又承担起为当地村民出行、
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和服务的责任，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

接下来，四川石油将进一步加
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协作，通过在加
油站旁开设农贸小集市、开展直播
带货及新业务技能培训等方式，搭
建农产品销售平台、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推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古丽克孜·阿不拉向客户推介燃油宝。

唱着渔歌
做大销售

□林励平

“一拉金（嘞格），嗨哟！二拉
银（嘞格），嗨哟！三拉珠宝亮晶
晶，大海不负打鱼人啊……”一段
《起蓬号子》，从浙江舟山石油嵊泗
菜园供应站站长章斌的口中唱出，
粗犷豪迈的声音让人仿佛置身渔
场，看到结实的手臂将沉甸甸的渔
网拉出海面，布满汗水的古铜色脸
颊上期待着丰收的喜悦。

菜园供应站地处海岛，地理位
置特殊，前来加油的渔船也相对固
定。每天清晨，章斌都会哼着歌给
往来渔船加油。当前处于禁渔期，
前来加油的船只比开渔时期少了
很多，原本忙碌的工作变成了漫长
的等待。于是，章斌决定改变营销
思路，依靠人脉销售非油品。

“何老板，您要的两箱赖茅、十
箱大米，已经送到厂门口了，麻烦
您取一下。”……当前，正值渔民为
开渔做准备的关键时期。他们不
仅需要维护捕鱼的装备、船只，而
且需要囤一定量的物资。而章斌
发现，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客
户倾向于足不出户享受服务。于
是，他建立渔民社群及客户微信
群，积极宣传送货上门服务，同时
重点宣传相比商超有价格优势的
大米、食用油等商品，受到客户欢
迎。

禁渔期间，通过社群营销，章
斌带领员工人拉肩扛累计销售非
油品逾百万元，包括大米上千袋、
食用油 800余箱、酒类 50余箱，为
菜园供应站在油品销量低迷的禁
渔期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效之路。

“一送大米嗨哟！二送美酒嗨
哟！三送食油亮晶晶，大海不负石
化人……”这便是属于这座海岛小
站的渔歌。

振兴站全景振兴站全景

员工为客户推荐易捷商品员工为客户推荐易捷商品。。

员工为进站客户提供服务。
令人感动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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