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版式策划：苏日娜 制图：苏日娜

31 特
刊

紧盯安全环保 保卫绿水青山

推进转型升级 助力地方经济

呼石化坚决贯彻呼石化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态文明理念，，做有担当做有担当、、有责任有责任
的企业的企业。。

20182018年年，，呼石化高质量完成了装置大呼石化高质量完成了装置大
检修检修。。

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诊治诊治””。。5656个日日个日日
夜夜夜夜，，1515套炼油化工装置及配套系统套炼油化工装置及配套系统，，134134
项技改技措项目项技改技措项目，，85488548项检修项目项检修项目。。

这是一次全员参加的这是一次全员参加的““战役战役””。。近近
50005000名作业人员并肩作战名作业人员并肩作战，，是公司有史以是公司有史以
来装置最多来装置最多、、规模最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影响范围最广、、最最
全面的一次检修全面的一次检修。。

这是一次安全环保的这是一次安全环保的““检验检验””。。公司全公司全
面升级各项管理工作面升级各项管理工作，，实现了实现了““安全零事安全零事
故故、、环境零污染环境零污染、、质量零返工质量零返工、、进度零延进度零延
误误””，，实现了实现了““气不上天气不上天、、油不落地油不落地、、声不扰声不扰
民民，，一次复产成功一次复产成功””的目标的目标。。

88月月2424日日2121时时0808分分，，催化裂化装置成催化裂化装置成
功喷油功喷油！！当滚滚的物料在管道塔器内奔涌当滚滚的物料在管道塔器内奔涌，，
当隆隆的机泵声再次奏响当隆隆的机泵声再次奏响，，一套套装置重新一套套装置重新
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呼石化人多日的劳累早呼石化人多日的劳累早
已荡然无存已荡然无存，，头顶宝石花见证了昨日艰辛的头顶宝石花见证了昨日艰辛的

历程历程，，蓝天白云记载着呼石化人蓝天白云记载着呼石化人““忠诚担当忠诚担当、、
敬业实干敬业实干、、进取贡献进取贡献””的故事……的故事……

这次装置大检修从这次装置大检修从77月月11日至日至88月月2626
日日，，工期工期5656天天。。这是公司这是公司500500万吨万吨//年炼油年炼油
装置装置 20122012 年开工以来的第二次停车检年开工以来的第二次停车检
修修。。从从20172017年年22月开始月开始，，机动设备处与生机动设备处与生
产运行处产运行处、、技术处等部门和车间反复沟通技术处等部门和车间反复沟通，，
对整体检修项目工作量进行全面评估对整体检修项目工作量进行全面评估，，就就
逐套装置逐套装置、、逐个项目逐个项目、、逐台设备反复研究论逐台设备反复研究论
证证，，优化检修项目优化检修项目，，细化检修规程细化检修规程，，编制检编制检
修作业规程修作业规程，，完善了三版大检修方案完善了三版大检修方案，，开停开停
工总体方案几易其稿工总体方案几易其稿，，保证了检修项目的保证了检修项目的
真实真实、、准确和可靠准确和可靠。。20182018年年33月月，，公司大检公司大检
修开停工总体方案出炉修开停工总体方案出炉，，从时间节点从时间节点、、检修检修
任务任务、、安全环保安全环保、、物料平衡物料平衡、、公用工程公用工程、、技改技改
技措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技措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考虑，，明确了开停明确了开停
工检修的要求及注意事项和考核细则工检修的要求及注意事项和考核细则。。方方
案确定后案确定后，，公司各专业部门和车间分装置公司各专业部门和车间分装置
进行了系统培训进行了系统培训，，对技改技措项目进行了对技改技措项目进行了
技术交底和员工培训技术交底和员工培训，，为大检修方案顺利为大检修方案顺利
实施打牢基础实施打牢基础。。

““大检修大检修””只是呼石化确保只是呼石化确保““安全环保安全环保，，

提质增效提质增效””的其中一环的其中一环。。
环境日宣誓签名环境日宣誓签名、、安全演练……环环安全演练……环环

相扣的安全环保大活动一项接着一项相扣的安全环保大活动一项接着一项，，为为
公司拧紧公司拧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环保高效环保高效””的发条的发条。。

““我宣誓我宣誓：：从我做起从我做起，，积极践行积极践行；；尊重资尊重资
源源，，精炼价值精炼价值；；低碳减排低碳减排，，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把控指把控指
标标，，杜绝污染杜绝污染；；为保护环境作出贡献为保护环境作出贡献，，为美为美
丽中国奉献青春丽中国奉献青春！！””66月月55日日，，世界环境日当世界环境日当
天天，，一声声整齐庄严的誓言一声声整齐庄严的誓言，，在呼石化生产在呼石化生产
装置区回荡装置区回荡。。公司领导带领干部员工代表公司领导带领干部员工代表
高举右手高举右手，，紧握拳头紧握拳头，，宣誓明志宣誓明志，，承诺从自承诺从自
身做起身做起，，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尽一份责尽一份责，，
肩负起环保主体责任的决心肩负起环保主体责任的决心，，以实际行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环保理念践行环保理念。。

随后的随后的66月月2424日日，，公司又举行了硫化公司又举行了硫化
氢泄漏应急演练氢泄漏应急演练。。演练设置了第二联合车演练设置了第二联合车
间煤柴油加氢精制装置低压分离器间煤柴油加氢精制装置低压分离器VV103103
水包出口阀后法兰垫片损坏水包出口阀后法兰垫片损坏，，造成硫化氢造成硫化氢
介质泄漏介质泄漏，，一名巡检人员中毒情景一名巡检人员中毒情景，，第二联第二联
合车间合车间、、公司应急办公室先后启动车间公司应急办公室先后启动车间、、公公
司两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处置救援司两级应急响应程序进行处置救援。。本次本次
演练涉及工艺处置演练涉及工艺处置、、伤员救护伤员救护、、消防救援消防救援、、
堵漏作业堵漏作业、、人员疏散人员疏散、、环境监测环境监测、、现场警戒现场警戒
等等3434个步骤个步骤，，历时历时5252分钟分钟。。

本次应急演练是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本次应急演练是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的一项重要内容，，演练检验了公司应急指演练检验了公司应急指
挥系统挥系统、、基层车间和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基层车间和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

伍在应急预案伍在应急预案、、人员培训人员培训、、物资装备等方面物资装备等方面
的应急准备情况的应急准备情况，，验证了公司硫化氢泄漏验证了公司硫化氢泄漏
专项应急预案的有效性专项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安全环保安全环保，，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是公司实现稳是公司实现稳
健发展健发展、、打造受人尊重的一流企业的永恒打造受人尊重的一流企业的永恒
主题主题，，是生产经营工作的核心是生产经营工作的核心，，是新时代实是新时代实
现新发展和提高员工收入的有力支撑现新发展和提高员工收入的有力支撑，，安安
全环保是稳健发展的基础全环保是稳健发展的基础，，提质增效是打提质增效是打
造受人尊重的一流企业的关键造受人尊重的一流企业的关键。。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系列大活动通过开展安全生产系列大活动，，公司公司
上下实现了上下实现了““四个转变四个转变””，，即即：：安全环保实现安全环保实现
由由““要我安全环保要我安全环保””到到““我要安全环保我要安全环保””的转的转
变变，，做到本质安全做到本质安全；；生产运行实现由生产运行实现由““稳不稳不
稳稳””到到““优不优优不优””的转变的转变，，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进入板块前列进入板块前列；；经营管理实现由经营管理实现由““宽松软宽松软””
到到““严细实严细实””的转变的转变，，做到管理水平做到管理水平、、盈利能盈利能
力不断提升力不断提升；；转型升级发展实现由转型升级发展实现由““燃料燃料
型型””向向““炼化一体化炼化一体化””的转变的转变。。

呼石化连续重整装置 K201
压缩机回装。 张大卫 摄

呼石化开展班组长技能提升培训。刘蕊 摄

2012年 12月 19日，一条振奋人心的
消息在呼石化不胫而走：公司500万吨/年
炼油扩能改造项目（以下简称“500 万项
目”）的配套化工装置——15万吨/年聚丙
烯装置投料并产出合格产品。至此，整个
500万项目的全部炼油化工装置顺利建成
并开车成功，公司由此告别150万吨/年原

油加工产能，跻身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
规划序列，向自治区重点能源企业跨进。

一年后，呼石化再传喜讯：2013年 11
月 22日，公司新建 120万吨/年汽油加氢
脱硫装置开车成功并生产出合格国Ⅳ（国
四）标准汽油，至此该公司的产品质量全
面升级，汽油和柴油产品全部达到了国Ⅳ
标准。

前不久，呼石化又庄严宣告公司成品
汽柴油生产全面进入“国Ⅵ时代”。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一流炼化企业
挺进！2017年，呼石化完成税费86亿元，
2018年有望实现税费80亿元。呼石化的
美好愿景正步步达成，也为内蒙古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添上精彩一笔。

促进转型升级，这是建设现代化内蒙
古的主攻方向。就在今年3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要把现
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紧跟世界能源

技术革命新趋势，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能源
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呼石化正以实际行动将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化为生动实践。

“转型升级发展是新常态下持续稳健
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是提升公司竞争力的
关键所在。2018年，公司要认真落实好中
国石油炼化板块转型升级重点措施，尤其
要落实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整体创效能
力；调整炼油产品结构，扩大有效供给；科
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3项措施，坚持走‘吃
粗粮、产精品’的发展道路，加快油品质量
升级，提升航煤生产能力，积极开发聚丙烯
新产品。要结合公司实际，利用科研院校
优势，深入研究炼油化工行业专业化精细
化发展路径，稳步推进国Ⅵ乙醇汽油生产
置换工作，确保完成国Ⅵ第一阶段产品升
级的工作要求，以增强公司抵抗市场风险
的能力。”这是呼石化发展的路径，也是迈
向一流企业的动员令。

公司全员精准发力，最终迎来了汽柴油
生产的“国Ⅵ时代”。成品汽柴油国Ⅵ标准，

在原有国V标准严控油品硫含量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环保指标的控制，对成品汽油中的
烯烃含量、芳烃含量、苯含量做出了更加严
格的规定，在成品柴油中则新加入了总污染
物的指标控制项目等。国VI标准汽柴油的
顺利生产，使公司油品质量升级的目标如期
实现。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大高质量汽柴
油的生产和调和力度，为效益指标的完成打
下坚实的基础，为公司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加快转型升级，释放企业发展动力！
呼石化发力再发力：遵循中国石油集团公
司“老企业坚持整体统筹，新项目突出结构
优化”的炼化业务转型升级总体原则，到
2020年，围绕质量升级、结构调整和装置
大修，加快达标升级改造，进一步盘活存
量、优化增量，持续提升公司发展质量和整
体创效能力。同时，加快环保设施改造步
伐，尽快落实航煤管道建设项目，尽可能多
地生产高品质清洁油品，装置实现“吃粗
粮，产精品”，实现“油头化尾”格局，为企业
转型升级打牢基础。

呼石化总经理姜文到车间调研。刁华威 摄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
业的“根”和“魂”。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
建设，是企业凝心聚力的法宝。随着国内新能
源、替代燃料的快速发展，作为燃料型炼厂可
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困难，呼
石化加强党的建设，落实两级“一岗双责”，开
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创建，加强思想宣
贯，打造廉政高效、求真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
营造风清气正的生产经营环境和幸福生活的
环境。

6月5日至6月30日，公司举办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核心内容的中层管理干部暨党组织书记集
中轮训班。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干部120余人参
加了此次集中轮训。轮训中，全体学员认真学
习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学习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
2018年全国两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使命担当，撸起袖
子加油干，在呼石化转型发展的新时代新征程
中乘风破浪、锐意进取，奋力谱写出新时代的光
辉业绩。

以先进的文化引领人，以科学的管理塑造
人。为了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呼石化不
定期举行培训学习。今年 9月 11日至 9月 27
日，公司分三期组织班组长技能提升培训，来自
公司所属各单位的 116名班组长参加了培训。
培训教学设置塑造阳光心态、实现自我激励、精
益班组构建、现场 6S与目视化管理、设备自主
保全、理论研修、实操教学和现场对标及交流等
教学内容。

近期，公司针对呼和浩特地区气温逐渐下
降的情况，又组织了入冬前岗位员工的防冻防
凝专项培训和岗位员工技能培训。为检验培训
效果，确保公司冬季生产安全平稳，人事处和生
产运行处联合组织了“三不定”岗位员工抽考，
重技能、重应急、重操作是此次抽考的三个突出
亮点。

班组是企业的细胞。“一流企业看班组”，加
强班组管理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公司聚焦固本强基，将2018年定为“基层班组建
设年”，进一步加强基层班组建设，促进安全环保
文化在班组落地，按照公司“1326”的工作目标，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确立了“聚焦固本
强基，加快转型升级”的活动主题，明确了“一年
打基础、两年上水平、三年见成效”的活动目标，
开展了标准化“五型”班组创建活动和月度“五
型”“明星班组”评比活动。公司各单位充分认
识开展创建“五型”班组活动的重要意义，统筹
规划、责任明确、措施完备、落实到位，“五型”班
组创建活动扎实有效，各车间的班组管理方式
百花齐放，竞相争艳，公司实现了安全环保生产
受控，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稳步提升，特别是5月
份，炼油综合能耗下降明显，创公司开工以来的
较好水平。

在今年9月11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基层建
设调研推进会上，公司第二联合车间运行一班的
《“3+3+3”模式 提升班组管理》基层建设案例
在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所谓“3+3+3”模式就是指“三好”的操作精
细化模式，即：做好“人”、干好“事”、用好“心”；

“三一”的学习精心化模式，即：一课、一练、一比，
也就是班组每周开展“班组小课堂”、每月组织一
次实战演练、每年进行两次车间级技术比武；“三
小”的文化精致化模式，即：小目标、小沟通、小家
庭。“3+3+3”班组管理模式促进了班组管理水平
的提升，焕发了班组的生机活力。

通过“基层班组建设年”活动，公司进一步规
范完善了班组建设的长效机制，努力培育了“忠
诚担当、敬业实干、进取贡献”的员工队伍，把班
组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公司生产经营、发展
建设中心工作上来，为公司稳健发展、打造受人
尊重的一流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新作为。呼石化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转型升级发
展机遇，以奋斗者的姿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在
追求产业不断升级、创新勇无止境的道路上阔步
向前、再续辉煌！（作者系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
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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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中国石油呼和
浩特石化公司（以下简称呼石
化）成品油罐804#罐底国Ⅵ（国
六）标准汽油置换合格。至此，
公司成品汽油生产全面进入

“国Ⅵ时代”。
奋进新时代，转型升级再

出发！踏着新时代的鼓点，呼
石化以“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
的企业宗旨为责任担当，主抓
安全生产，力促产业转型升级，
注重思想文化引领，积极扛起
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民生神圣职
责，履行国有企业经济、政治、
社会“三大责任”，为“建设亮丽
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助力
加油。

奋进新时代 转型升级再出发
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公司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