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5日，中山石油东凤加油站为摩托车司机送上新春祝福。
谭志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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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助推
润滑油销售业务发展

本报讯 2022年，销售公司和易捷公
司发挥系统内一体化优势，持续推进润
滑油销售业务，长城润滑油在易捷系统
销售总量比上年增长30%。

2023年，销售公司和易捷公司将继
续深化与润滑油公司的合作，聚焦挖掘

“空白县区”经济体、搭建“站厂联盟”生
态圈、提升“高端商品”扫码量等重点工
作，在商务政策、技术服务、品牌宣传、物
流保障和激励机制五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为油品销售系统长城润滑油销售保
驾护航。随着回乡经济、资本下乡成为
拉动县区经济升级发展的新生力量，销
售公司、易捷公司和润滑油公司将顺应
县区发展的大趋势，创新性通过人员资
源共享的模式，推动县区长城润滑油市
场拓展。 （周传莉）

胜利临盘采油厂
原油超产6600吨

本报讯 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通过增
储量、挖潜力、求稳产，2022年生产原油
101.22万吨，超计划6600吨。

临盘采油厂是开发50年的老油田，
老区勘探难度加大、开发潜力下降、区块
划转等严重制约其发展。2022年以来，
他们确定勘探增储、措施挖潜、注水稳产
的油藏经营方向，不断向深层、超深层、
页岩油领域发力，采用地质工程一体化
推动油气发现，获批探井 13 口，试油 5
口。以提高单井产能为核心，细化措施，
统筹效益开发，全年新增产能 9.61 万
吨。对停产停注井、双低单元和水平井
进行综合治理，增加水驱控制储量917万
吨；扶长停井64口，增油1.5万吨。

（菅李峰）

仪征化纤再次
获评江苏省节水型企业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水利厅发布
2017年命名的省级节水型载体复查结果
的通知，继续认定仪征化纤为江苏省节
水型企业。

仪征化纤地处扬子江畔，持续推进
节水和扩大中水回用，先后获得江苏省
节水型企业、江苏省首批水效领跑者等
称号。“十三五”期间，实施41个节能节水
技改项目，聚酯产能提升15%，工业取水
量下降13.43%。近年来，仪征化纤加快
推进产业布局向绿色低碳转型，严于国
家标准强化环保治理、节能减排，滚动实
施PTA装置余热发电等重大节能节水项
目，中水回用项目投用至今累计回用水
3000余万吨，超过6个玄武湖的水量。

（翟瑞龙）

广州石化将建成
华南最大燃料氢供应中心

本报讯 近日，广州石化氢燃料电池
供氢中心扩能改造项目可研报告获总部
批复。广州石化正全力推进该项目，力
争建成华南地区最大的燃料氢供应中
心。项目以石化副产氢为原料，新增一
套氢气提纯设施，通过压缩机升压后，管
输到供氢中心充装，预计今年底建成中
交。

广州石化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按照
中国石化“十四五”氢能规划和地方氢能
发展规划，将发展氢能作为洁净能源和
转型升级双示范企业建设的重要抓手，
以绿色能源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2020
年，广州石化1500吨/年氢燃料电池供氢
中心一期项目投产，所产氢气纯度达
99.999%。目前，已累计向粤港澳大湾区
供应燃料电池氢超830吨，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氢能产业发展。扩能改造项目投产
后，广州石化燃料氢总产能将突破5100
吨/年。 （黄敏清 唐旭东）

金陵石化
1套S Zorb装置开车成功

本报讯 近日，金陵石化 1套 S Zorb
装置生产的精制汽油各项指标分析合
格，标志着装置完成消缺任务，一次开车
成功，确保春节期间清洁汽油市场供应
不断档。

S Zorb装置是公司生产清洁汽油的
重要精制装置，为保证安稳高负荷运行，1
套S Zorb装置按计划实施消缺。装置人
员严格遵守“7+1”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
理规定，落实防范风险措施，确保各项作
业受控。针对雨雪天、作业多等情况，他
们加强管理，紧盯现场，提前组织班组学
习培训，开展事故预案演练。在装置消缺
期间，他们精心优化操作，2套S Zorb装
置 24小时连续生产，累计生产清洁汽油
2.9万吨，确保了市场供应。

（陈平轩 江兴中）

黄嘉莉

“这里什么都有，以后回内地就
在加油站买礼物，很方便！”春节前
夕，从香港回内地探亲的罗先生，在
广东深圳石油皇岗加油站易捷便利
店买了腊肠、虫草花、木耳等年货。

“3年没回内地了，没想到加油站变
化这么大，年货这么丰富！”1月8日，
内地和香港恢复通关第一天，深圳
皇岗口岸旁的皇岗加油站车流量显
著增长，易捷商品销售火爆，油品和
易捷商品日销量增长均超过6%。

为满足客户节日消费需求，广
东石油聚焦市场需求和客户体验，
在2300多座加油站和2200多家易
捷便利店营造新春喜庆氛围，开展
节日营销，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让客
户过一个暖心的春节。

他们开展“新春充值优惠”油品
促销，让利于客户，使充值满额的客
户享受加油优惠，并领取便利店优
惠券，吸引 4万多名客户参与。开
展新春年货促销，由省公司统一海
报形象、促销模板，统一进行培训指

导，鼓励各门店根据当地风俗和消
费习惯进行布置，满足客户个性化
消费需求。

在佛山石油大桥加油站便利店
门口，一只硕大的白兔公仔吸引了
客户。“本来进来买两箱牛奶，结果

买了一大车东西，走亲访友的礼品
都准备齐全了！”车主周女士高兴地
说。

“春运开始后，每天都有超过
2800 辆返乡的车加油，汽油日均
销量超过 90 吨。”1 月 18 日，在广

州石油珠江二加油站，员工冼佳琪
忙得跑进跑出。为了提高现场加
油效率，该站开辟前庭和后庭两个
加油区，为返乡持卡客户开辟快速
通道，设置专人在站口引导，安排
机动班在高峰期服务，春运以来加
油效率提高了15%。

“过年基本上找不到洗车的地
方，就算有也贵得离谱。”得知春节
期间，加油客户可以享受免费或优
惠洗车服务，车主林先生来到广州
石油瑶台加油站加油洗车。广东石
油在中心城区、国省要道建成660座
全自动洗车机网点，春节期间提供
24小时洗车服务，受到车主欢迎。

“今年返乡的客户明显增多，为
满足天南海北的客户需要，我们在
精选商品上下功夫。通过完善大数
据分析系统，开发门店智能订货系
统，科学选择适销对路的商品。年
货节选取1500种商品开展促销，推
出数十种零食、粮油、茶酒等商品特
惠组合，方便客户选购，全力服务好
春运返乡及节日出行客户。”广东石
油易捷门店运营经理房昕博说。

本报记者 封雪寒 刘继宝
通讯员 潘月斌

1月 15日，伴随着江苏扬州第一
场雪，江苏油田采油二厂铜页1HF井
站的地上结起了一层薄冰。踏破冰
面，冰碴儿混着泥浆浸湿鞋面，记者
跟在健步如飞的作业人员身后显得
有些吃力。

现场很安静，并没有预想中的机
器轰鸣声。“我们比施工计划提前5天
完成！”江苏油田工程中心页岩油技术
服务项目部副经理许云清自豪地说。

铜页 1HF是江苏油田规划的第
6口页岩油井，此前投产的 5口页岩
油井日产总量已超 120吨。这样的
成绩振奋了江苏油田干部员工稳产
保供的信心。

负责该井站日常运行保障工作
的采油二厂天长班站维修保障岗副
岗长沈宏军，要在这里继续驻井6天，
直到大年初一。“前天突然降温，我放
心不下，在床上怕睡过头，就坐在椅
子上睡。”沈宏军每两个小时就起来
检查一次装置，直到天亮，“这是我第
一次在页岩油井上工作，我能做的就
是尽心尽责守护好这口井。”

冬天的寒风刮在脸上生疼，不一
会儿就将手脚冻得发麻。沈宏军却
好像感受不到寒冷一般，穿梭在井站
的各个角落，一遍又一遍地确认设备
运行状态。

沈宏军是个油二代，家庭环境养
成了他苦干实干的行事作风。如今，

他的儿子也奋斗在石油战线上。“我们
很多年没有一家团聚过年了，他今年
春节也在井上工作。”沈宏军很坦然，

“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挺好！”
夜幕降临，记者走进井站内由铁

皮箱改造而成的临时休息室，屋里站
满了身着红工衣的现场作业人员。
他们中有工程技术服务人员，有负责
地面设施建设的油气服务人员，还有
井站运维人员。他们围聚在一起，讨
论着彼此的工作和对未来的美好期
盼。有人拿出窗花贴了起来，一碗碗
热腾腾的汤圆陆续上桌，小屋里顿时
充满了喜庆欢快的节日氛围。

他们大多要在井上过年。许云
清参与的连续油管扫塞作业超预期
提前完成，可以回家和妻儿一起过年
了。“当年小孩出生的时候我正在井
上作业，还好有同事帮衬，我得空回
去看了他们一眼。”许云清说着眼眶
有些湿润，将头别去一旁。页岩油项
目任务重、难点多，关键设备一刻也
离不开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他就
赶回作业现场了。

“过程虽然艰难了些，但我特别
享受每次完成施工交井时的成就
感！”许云清一口吃掉一个汤圆，脸上
露出满足的微笑，“过去亏欠家人太
多，今年可以好好陪他们了。”

透过窗户，记者看到地面上的积
雪已经融化。“小年快乐！”热闹的小
屋里响起大家相互祝贺的欢笑声，

“新年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更好地
端牢能源饭碗！”

陆佳宏

1月 18日，笔者来到上海石油
龙川加油站，看到自助洗车机前车
辆排起了队。“马上过春节了，街面
洗车店不少都歇业了，有些营业的
洗车店价格翻倍。到加油站来洗
车，洗车券是加油时赠送的电子券，
既方便还免费，太好了！”车友张先
生在加油站等候洗车时说。

春节临近，上海石油全力服务
城市节日经济、保障节日市场消费，
580余座加油站及560余家易捷便
利店正常营业，各油库保持充足成
品油资源，确保油品和民生用品供
应。“春节期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做好服务，油品不断供、服务不打

烊，全力满足市民及车友节日消费
需求。”上海石油零售管理部副经理
王寅隽说。

1月 17日，笔者走进康荣加油
站，看到“易捷加油迎新年”的红色
标签格外醒目，店内灯笼、装饰、对
联高高挂起，地堆上的兔年玩偶惹
人喜爱，吸引不少客户进店购物。
为满足客户走亲访友需求，上海石
油丰富易捷商城年货商品，开展近
900款年货商品促销。同时，通过
线上购物，提供全程无接触消费体
验。当天，康荣加油站站长赵红华
驾车到距离加油站 20公里的客户
家里，将满满一车的年货商品送上
门。“年货节优惠力度大，好多客户
在网上下单，或者打电话预订。员

工变成了快递员，只要客户有需要，
第一时间为客户送货上门。”赵红华
说。

连日来，卡车司机纷纷踏上返

乡路，上海石油在12座党群服务站
开展“情满红色驿站，温暖回乡之
路”服务，为卡车司机送上“防疫
包”，免费提供理发、洗衣等多项服
务，在易捷便利店布置上海地方特
色商品货架，供返乡司机选购。

目前，上海石油油氢合建站全
力保障氢气供应，充电站电力充足，
日均为200辆氢能源物流车辆、90
车次商务乘用车加注氢气，每天加
氢量 1.3 吨以上。春节期间，20座
充电站将24小时营业，全力满足快
递员、物流车辆充电需求。

本报记者 赵媛媛 于 淼 闫坪卉
王雪琪 宫崟銮

农历小年，一场雪悄无声息地
让安徽省岳西县黄尾镇的茶园披
上了银装，一片宁静沁人心脾。午
时，雪渐渐融化，放眼望去，满山墨
绿的茶园生机盎然，一棵棵茶树竞
相生长，好像为丰收铆足了劲。和
茶树一样，铆足了劲儿的，还有岳
西县的乡亲们。

“有了中国石化帮我们投资的
这套新设备，2022 年我们的鲜叶
采摘期从往年的4月份延长到了6
月底，全乡5个自然村数百户茶农
受益，亩均收入提高了30%，每户
增收数千元，是分红最多的一年。”
在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罗源场古
坊生产基地，负责人刘文兵在全县
首个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车间里，
笑得合不拢嘴，“茶农收入提高了，
越来越多的茶农来我们厂加工茶
叶，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岳西县最高海拔 1755 米，茶
叶品质好，但是茶青的价格卖不
上去，影响了当地茶农的收入。

“这儿以前没有大的茶厂，茶的价
钱比别的地方低不少。茶农辛辛
苦苦采的茶，被小商贩低价收走
再卖出，农户种植茶叶十分辛苦
却赚不到多少钱。时间久了，茶
农也不愿意采茶了，年轻人都出
去打工了。”刘文兵说，“我父亲做
了一辈子茶厂生意，这么好的茶
必须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岳西茶。”

“以前设备没有这么先进，从
晒茶到制茶，需要人工操作。接触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茶毫，就会感到
浑身发痒，呼吸困难。”年近 80岁
的刘文兵父亲，向记者介绍起这个
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车间，“现在
好了，从晒茶到制茶，全是自动
化。”

去年，在中国石化的产业扶持
下，刘文兵的茶厂引进精制茶生产
及新型包装设备，建成全县首个智
能化数字化茶叶加工生产车间，并
增加红茶和炒青绿茶两条生产
线。“这条生产线每天最多可处理
3600公斤青茶，一个茶季下来产
能比以往提高 5倍。红茶生产线

的建设延长了茶农的采摘期。
2022 年，在设备还未完全投产的
情况下，茶农采摘鲜叶的时间延长
至6月底。仅两个月，每户就增加
5000元至两万元不等的收入。”刘
文兵说。

这套设备也吸引了不少村民
返乡，35岁的汪翠霞就是其中一
员。“以前在外面打工一年下来挣
不了多少钱，现在在村里自己种
茶、制茶，收入越来越高，我也能多
陪在孩子身边。”汪翠霞谈起在村
里创业的成果，脸上充满了幸福的
笑容。

如今，留在村里创业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今年春茶季即将到来，
过完春节，刘文兵要开始对设备进
行检修维护，乡亲们也即将迎来繁
忙的采茶季。“今年这套设备可以
完全投产，采茶期可以延长到7月
份。”刘文兵说，“我更要开足马力，
精心管理好茶厂，制作出高质量茶
叶，进一步打造岳西翠兰茶叶品
牌，让一片茶叶带富一方乡亲，吸
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留得住、干
得好！”

广东石油营造喜庆氛围，开展节日营销，提供多种服务

关 耳

春节临近，中国石化各加
油站开展年货节活动，营造节
日喜庆氛围，为返乡客户开展
免费洗车、理发、洗衣等服务，
送上新春祝福，使客户由衷地
发出“太好了”的感叹。

当前，我国 GDP 突破 120
万亿元，2022 年人均 GDP 比
上年增长 3%，居民消费呈现
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趋势，
消费者不仅重视商品品质，而
且愈加关注购买商品带来的
消费体验。作为面对市场、保
障民生最近的窗口，加油站要
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奋斗目标，研究
消费需求，顺应市场趋势，抓
住节日消费旺季契机，不断升
级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千方百
计满足居民生活消费所需。
通过零售业务的改善，增加消
费者对企业的好感，他们就会
用脚投票，更多地选择中国石
化的产品和服务。

党的二十大指出，必须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中国石化作为党和人
民的好企业，节日期间油品不
断供、商品不涨价、服务不打
烊，给群众提供更多的便利，
让群众过一个暖心的春节，是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
的具体实践。

让客户过一个暖心的春节让客户过一个暖心的春节

上海石油保障能源供应，开展年货促销，服务节日经济

暖服务促消费保民生暖服务促消费保民生
1月12日，上海石油泰和路加油站员

工为卡车司机免费理发。 梁 菁 摄

一片茶叶带富一方乡亲

“新年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中国石化助力安徽省岳西县企业打造以岳西翠兰茶为主题的农业休闲庄园，推动“园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
茶山变金山”，惠及 150亩茶园 100余户茶农，推动茶旅融合发展。图为 1月 14日，岳西县黄尾镇悦溪茶谷。

本报记者 胡庆明 摄 张天雷 于 淼 文

更 好 地 满 足
节日消费需求

1月 15日，江苏油田工程中心页岩油技术服务项目部员工围坐在一起吃汤
圆，共庆南方小年，互道新春祝福。 潘月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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