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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石化优化煤炭采购保障生产

今年以来，巴陵石化多措并举克服水位低等困难，全力优化原料煤和动力煤采购，保障装置安稳运行。图为 3 月
11日，在煤化工部洞庭湖畔七里山煤码头，水运到港的 1400多吨原料煤正在接卸。 本报记者 彭 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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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实施高质量发展行动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赵春国 韩 伟

“错过了领奖有点可惜，没想到领
导会来到岗位上给我颁奖。”3月 14
日，回忆起在井场上接过鲜花和“三八
红旗手”荣誉证书的那一刻，陈润琳仍
是满脸笑容。

陈润琳是经纬公司胜利地质录井
公司SL152队地质工程师，由于工作
表现出色，被评为该公司“三八红旗
手”。她格外珍视这一荣誉，为了在3
月 8日这天领奖，专门给自己设计了
一个干练大气的发型。

然而事不凑巧，大斜 503井开钻
验收打乱了她的计划。一边是上台领

奖的荣耀时刻，一边是准备施工的责
任担当，她思虑再三选择了后者。她
在现场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为这口
井制定了9条工艺安全措施、绘制了6
张技术图表，为安全顺利施工奠定了
基础。

当天晚上，在大斜 503井开钻的
轰隆声中，陈润琳通过“胜利地质录
井”微信公众号，看到该公司召开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先进表彰座谈
会的推文，照片里受到表彰的女员工
笑靥如花，接过鲜花和证书时的表情
是那么骄傲和自豪。陈润琳本该也在
其中，“是有些遗憾，但更需要我留在
现场”。

其实，该公司早就关注到了“缺
席”领奖的陈润琳。

陈润琳入职3年多，身高不足1.6
米、体重不足50公斤，却硬是在高强
度录井生产中，快速成长为一名成熟
的地质工程师，至今已高质量完成 7
口井探井录井任务。一个把鲜花送到
一线的计划，在大家的一片赞同声中
得以实施。

3月9日上午，大斜503井录井生
产现场，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亲手把鲜
花和证书交给陈润琳。在一线 10余
名干部员工的见证下，陈润琳以一种
难忘的方式，赢得了早已属于她的鲜
花和掌声。

鲁海涛

“乔队，库房里有双滑块捞矛吗？
付浅2井急用。”近日深夜，河南油田
油服中心作业准备队值班人员乔喜，
接到修井203队队长毛银明电话。

“付浅2井是河南油田重点井，深
夜要打捞工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
题。”乔喜立即通知工具工温志成到库
房准备工具，自己则快步走向库房。
根据付浅 2井资料，温志成很快找到
需要的外径48毫米的双滑块捞矛。

正在乔喜和温志成拼装工具时，
毛银明也开车来到库房。原来，是付

浅 2井在起原井管柱过程中遇卡，解
卡施工需要倒扣，急需打捞工具。

解卡工作也引起了油服中心工程
所技术人员关注，高级工程师邱流湘、
工程师赵永红也来到工具房，询问毛
银明施工细节，商讨确定最优打捞工
具。

考虑到井下施工不确定性大，邱
流湘和赵永红决定将双滑块捞矛、倒
扣捞矛、可退式捞矛一并运送到井场
上。

结合井下情况，现场人员优化施工
流程，同时换成60吨修井机进行下部
管柱倒扣、打捞作业。操作台上，邱流

湘、赵永红紧盯仪表，用手势指挥司机，
并根据井下管柱受力等情况，谨慎发出
操作指令，确保倒扣操作安全平稳。

他们昼夜不停连续作业，人歇机
器不停，一次次倒扣打捞、套铣打捞，
最终于3月 13日 5时，成功将井内被
卡管柱全部捞出，为该井后续施工提
供有力保障。至此，他们已在井口鏖
战70多个小时。

化销华南客户服务
满意度持续提升

本报讯 近日，化销华南召开2023年
市场研讨暨客户座谈会，围绕客户服务、
产销研用合作等与各合作方进行研讨，
并介绍去年以来服务客户等方面成效。

去年以来，化销华南客户服务满意
度持续提升，走访服务客户次数大幅增
长。不断强化与战略客户、直供大客户
合作，成立20多个战略合作项目组，为客
户提供技术、物流、财务等一对一增值服
务，不断深化与客户战略合作。不断提
升满足客户需求能力，全年为客户定制
各类新产品超2万吨。成立工作小组，建
立良好销售渠道，全方位保障中科炼化、
茂名石化等生产企业新装置投产。

（刘 建）

化销华东协调增产
农用原料助力春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化销华东积极协
调生产企业优化排产，增产农地膜专用
料助力春耕。截至 3月 13日，化销华东
销售线型农地膜专用料1.1万吨，同比增
长126%；销售1万吨滚塑原料，为制造大
型农业用具提供原料保障。

化销华东提前沟通区域内生产企
业，完成线上线下对接，对农膜、地膜需
求量大的线型膜料优先排产，不断提升
产品耐撕裂等品质，强化农膜、地膜使用
效果。为满足农业灌溉输水管及大型农
业用具生产需求，发挥区域内企业品牌
优势，协调增产滚塑原料及线型注塑料，
为耕种设施提供原料。（任思聪 刘 宇）

化销江苏联合北化院
推广可降解地膜

本报讯 为解决传统塑料地膜使用后
的残留污染问题，化销江苏发挥贴近市
场优势，联合北化院优先在种植面积大、
地膜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上推广应用可降
解地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去年，化销江苏联合北化院创新性
开展可降解地膜在水稻田的铺膜试验，
等到水稻丰收时，地膜已经降解。化销
江苏第一时间联系南京市质检院对稻米
进行检测，结果表明，稻米品质优良。今
年2月，化销江苏联合南京市质检院、北
化院、贵州能化、大禾科技等单位发起可
降解地膜团体标准建设，并于近日召开
首轮研讨会，确定了团体标准制定方
向。 （李 伟）

浙江石油邀请
名师送课下乡

本报讯 日前，在浙江石油的联系和
推动下，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3位教师赶
赴安徽颍上，为浙江石油结对帮扶的文
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学生授课。

课堂上，3位教师凭借丰富教学经验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后，还为11
所小学14位教师作《想读懂你：学生·教
材·课堂——如何做一个轻负高质有吸
引力的好老师》《立体使用资源，搭建认
知支架》教学观点报告，在精品课程展示
基础上，与当地教师交流课程设计理念、
资源收集应用技巧等。

（栾玉波 舒志国）

天津石化提高
检修作业票签发效率

本报讯 近日，一款移动式无墨打印
机在天津石化热电部检修现场投用，有
效缩短签发“7+1”作业票用时。

以往进行现场签发“7+1”作业票时，
相关人员需要等签票机完成操作后，回
办公室打印工作票，再送回检修现场。
然而，检修现场分布广、签票过程时间过
长，就可能影响开工。为提升工作效率，
除了提前签票时间，他们把重点放在缩
短打印用时上。他们最终选定移动式无
墨打印机进行现场打印，极大缩短开票
用时。 （边俊杰 付 伟）

秦皇岛石油
直分销量大幅增长

本报讯 今年以来，面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河北秦皇岛石油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理念，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有针对性制
定营销策略，截至2月底，直分销量同比
增长 133%，排名省公司第一，为完成全
年直分销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为稳定客户、夯实存量，该公司不定
期梳理客户资源，开展“一户一策”精准
营销。定期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购油
需求等信息，加大辖区重点工程、重点项
目、重点客户走访调研力度，锚定直分销
经营目标，做优做强直分销业务。

（赵 苗 刘 媛）

本报记者 李玉军

3月 14日，“金牌选手”隆卫海担
任山东东营石油服务示范队队长，带
领示范队员为4个县（区）公司员工提
供职业技能培训指导；3月 11日，“银
奖选手”董勇根据菏泽石油安排，重点
围绕加油站服务、易捷服务精准营销
等为全体管理人员介绍经验。

在不久前举办的全国石油石化系
统加油站操作员职业技能竞赛上，隆
卫海、董勇、张磊、刘勤燕、王庆江等山
东石油5名参赛选手从全国石油石化
行业 33个代表队共 165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获团队一等奖一项、个人一等
奖一项、个人二等奖两项、个人优胜奖

两项，成为中国石化销售企业中获奖
最多的团队。几人回到工作岗位后，
在公司统一安排下，通过带队或组建
服务示范队等方式，把优秀工作方法
和经验传授给更多人，助力持续提升
员工职业技能水平。

多年来，山东石油大力实施人才
强企战略，落实职业技能人才“强基”
计划，加强职业技能人才组织管理、岗
位练兵，强化职业技能竞赛组织领导，
截至目前，技能操作队伍中高级技师
103人、技师326人，高级工2797人、
中级工5147人、初级工2958人，加油
站、油库主体“技能尖兵”、后备“英才”
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全员综合素
质能力不断提高。

他们持续完善职业技能人才发展
通道。创新工作室体制机制，加强技
师工作站建设，在场地、设备、启动资
金和创新项目研发上给予支持，并对
创新成果、技艺传承、人才培养上成效
显著的工作室给予奖励，不断激发高
级技能人才创新创效活力。创新油库
员工培训模式，在全面提升各项基本
技能基础上，开展员工星级评定，匹配
落实相关待遇，持续调动技能操作人
员立足岗位钻研技术、提升技能的积
极性。创新加油（加气）站员工培训模
式，通过持证上岗、鉴定技能等级等方
式，将培训效果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
挂钩，引导一线员工持续提升职业技
能水平。

各类竞赛是山东石油加强职业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此次
全国石油石化系统加油站操作员职业
技能竞赛为例，参赛备战期间，山东石
油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研究
制订训练计划，研发答题小程序，方便
选手记忆，建立职业竞赛冲刺训练群，
统筹组织自学与集中、线下实操演练、
线上理论答题等多种训练，提升参赛
选手综合能力。

在取得竞赛好成绩的基础上，山
东石油坚持典型引路、精神引路，大力
推进优秀经验共享。加强职业技能竞
赛组织领导，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明确
工作职责，制定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发
展、奖励、人才成长等系列实施方案。

提炼总结“拼搏奋斗、团队协作、精益
求精”的竞赛精神，打造职业技能竞赛

“奋斗者”文化，侧重从重点竞赛、攻坚
创效、经营管理、服务客户等方面考
量，选树典型、加强宣传。深化职业技
能竞赛成果应用，制定全年零售线条
专业竞赛比武方案，建立服务提升长
效机制，扎实开展零售线条全员岗位
练兵，分级搭建职业技能岗位成才舞
台。

“下一步，我们将以职业技能竞
赛为抓手，创新人才队伍发展思路，
持续拓宽职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为
基层员工提供更宽广的成长成才舞
台。”山东石油党委组织部部长刘宗
强说。

山东石油实施职业技能人才“强基”计划，安排全国竞赛获奖队员通过带队或组建服务示范队等方式，把优秀

工作方法和经验传授给更多人

为职业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广阔舞台

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科技部在
河南组织召开中国石化客户服务工
作讨论会，总结过去一年客户服务工
作情况，对 2023年相关工作进行部
署安排，相关事业部及客服中心负责
人参会。与会代表还就中国石化客
户服务中心成立近4年来发展情况进
行回顾和讨论。

去年以来，中国石化客户服务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综合服务体系进一
步健全，在系统内外逐渐树立起以

“95388”为核心的中国石化客户服务
品牌形象。中国石化客户服务中心
经过近4年发展，初步实现集团公司
客户服务统一管理，有效整合系统内
客户服务资源，“中心+分中心”的管
理模式有效运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信息传递机制及日常工作机制。同
时，客服平台整合还促进了各业务板
块间信息共享、数据共享、技能共享、
知识共享、经验共享，大幅提升服务
效能。 （毕海鹏）

本报讯 记者陶 炎报道：扬子石
化联合化销华东积极开拓 EVA（乙
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产品国际市场，
继EVA高端发泡树脂实现出口后，3
月中旬，EVA光伏膜料成功销往中东

“一带一路”国家。截至目前，扬子石
化 EVA 光伏膜料今年已出口至欧
洲、中东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扬子石化EVA光伏膜料凭借优
异性能，一直广受业内关注。目前，扬

子石化10万吨/年EVA装置，可生产
光伏膜料、高端发泡树脂、热熔胶等产
品，能够有效满足客户高端产品需求，
助力下游产品升级换代。今年以来，
该公司通过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
优化工艺参数等措施，克服影响装置
生产难题，保证EVA装置的安全稳定
运行，实现EVA光伏膜料稳产优产，
前两个月，EVA产量同比增长20%。

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扬

子石化联合化销华东积极开拓国际市
场，去年以来，该公司EVA高端发泡
树脂产品多次出口土耳其等国家和地
区。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逐渐降
低，全球 EVA 光伏膜料市场需求快
速增长，扬子石化与化销华东紧密联
系、密切合作，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国际
新市场，经过不懈努力，1月首次成功
出口欧洲国家，3月成功打开中东市
场。

本报讯 近日，中原石油工程西南
钻井公司 50498 钻井队承钻的焦页
12-检 1井，在垂深2385米处顺利完
成 第 14 筒 取 芯 任 务 ，收 获 率 达
93.47%，标志着国内首次页岩气压后
缝网区“密闭取芯+数字岩芯”技术综
合应用成功。

该井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
是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部署在
焦石坝断背斜上的一口检查井，用于
实时监测邻井压前压后缝网和地层
压力变化，准确获取目的层段物性、
含气性等参数，加强开发后期剩余气
研究。

该区域存在地层压力亏空等情
况，取芯难度极大。为高效开展取芯

作业，50498钻井队采用“密闭取芯+
数字岩芯”技术，尽可能保证岩芯完
整性，准确获取原始储层参数。技术
人员配合甲方等单位多次开展技术
研讨和现场模拟试验，明确取芯井段
地层孔隙压力等，编制详细施工方
案，做好工具和物资准备，把控关键
施工节点，有序高效完成出芯、切割、
数字扫描等工作，确保出芯顺畅、测
试准确。

焦页12-检1井压后密闭取芯圆
满成功，为储量动用状况研究和多层
立体开发调整提供了依据，也为中原
石油工程继续应用压后密闭取芯技
术积累了宝贵经验。

（魏园军 张琳琳 邱 蕾）

本报讯 九江石化从源头管控能
源消耗与燃动费用，强化管理节能和
过程节能，实现能耗、燃动费用等大
幅下降。2月，炼油综合能耗与去年
同口径、同时期相比降低5%，创历史
新低，燃动费用同比降低16%。

围绕能耗与燃动费用控制目标，
他们创新管理思路与方法，找出装
置用能瓶颈，制定周密节能降费专
项方案，紧盯全厂电耗、蒸汽消耗、
外购煤和外购天然气等方面情况。
依托能源管理系统和实时数据库系
统，对能耗进行动态管理，对不达标

的装置进行黄牌通报，推进各运行
部对照指标发现异常，及时分析原
因，优化调整相关参数，确保装置能
耗等指标最优。

该公司按照节能降费工作方案，
在确保装置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根据
各装置生产实际和气温变化，对防冻
防凝、伴热蒸汽进行动态调整，对一
些重点部位进行针对性保温防护。
根据连续重整装置生产实际，精细调
整氢气增压机开度，优化调整渣油加
氢、加氢裂化装置压缩机转速，有效
减少蒸汽用量。 （邓 颖）

齐心协力保施工

鲜花送到井场上

扬子石化EVA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元明粉（硫酸钠）是一种主要用于制水玻璃、洗涤剂、医药品等的无机化合
物。前两个月，江苏油田元明粉保持产销两旺，日均产量、销量均超千吨。图为
江苏油田新源公司工作人员检查元明粉质量。 杜宗军 摄

集团公司客户服务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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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石化优化挖潜降低化工天然气用量

九江石化月炼油综合能耗创新低

本报讯 2月，中韩石化化工天然
气用量同比下降85.5%，大幅节省吨
产品燃动费用。

今年以来，中韩石化克服化工市
场持续低迷、原料紧缺等影响，想方
设法挖效益、降成本，不断摸索梳理
效益增长点，降低燃动费用。开展

裂解炉长周期优化攻关，减少裂解
炉烧焦频次，降低天然气消耗。加
强日常管理，每天统计分析天然气
消耗量，持续优化燃料气系统运行，
调整燃料结构，不断压减天然气消
耗。

（刘荣艳 耿令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