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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疫”考之下 铜陵有色全力防控 P2

党员在前 全民参与 国企担当 科学防疫

■ 丁玉萍 朱清峰 胡强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中石化西北

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油气处理部，管理着年

处理规模 390 万吨的二号联合站、年处理规

模 260 万吨的四号联合站、轻烃站、混配站等

七座大型站库，是全厂油气水的总“出口”，担

负着原油处理、污水处理、轻烃液化气生产、

稀油混配等任务，处理任务重，质量标准高、

安全管理难度大。

面对突出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作为中石化集团公司基层党支部示范点，

油气处理部党支部将疫情防控作为第一任

务，组织党员“多产一吨油、多出一方气”，以

实际行动支援抗击疫情。全体党员抗疫情、抓

生产、保稳定。截至 2 月 17 日，共处理原油

96.2 万吨，为厂区各井站混配稀油 47.5 万

吨，生产轻烃 0.44 万吨，生产液化气 0.266 万

吨，各项产品质量合格率 100%，在重大考验

面前，用责任和担当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上下齐心战疫情
“大家跟我来，时刻注意安全！”2 月 1 日

13 时许，二号联合站新罐区 8 号罐自流放水

管线看水质阀门管线短节处因腐蚀严重突然

脱落，情况危急。接到险情报告，该部副经理、

党员侯建平立即赶往现场，一面组织人员围

堵治污，一面迎着近 70 摄氏度的高温含水油

抢装阀门，带领周占飞、秦维江等十多名员工

一道很快排除险情，确保站内合格交油和系

统平稳。

像这样的应急抢险在四联、S99、中间站

及轻烃站时有发生，党员带头率员工冲锋一

线，相继解除了二联老化油加热炉燃烧器电

机异响、轻烃站压缩机 C更换皮带、中间站更

换齿轮油等险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爆发

后，油气处理部党支部制定疫情应急处置方

案，以“快、准、实”精心部署；划分党员先锋示

范岗，迅速成立防控突击队，应对各类突发事

情，发挥党员在生产一线的宣传员、守门员和

战斗员作用。

从防疫战役打响的那一刻起，油气处理

部全体干部员工就进入战时状态，在装置现

场，随处可见该部干部忙碌的身影，哪里有异

常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严格落实节日值

班制度，全天候关注生产和疫情动态，经理任

广欣和副经理侯建平深入一线了解班站疫情

防控，及时跟踪掌握药剂、库存、油气水系统

生产能力等动态信息，随时处置各类生产异

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是常有的事。副经理李

士通驻守四联，整个节假日都和员工们一道

守护装置平稳。副经理蔡廷铸脚踝扭伤，仍坚

持亲临各办公室，指导相关人员做好疫情信

息排查等工作。

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为员工树起了榜样

楷模，岗位人员坚守岗位，确保生产防控两不

误。据不完全统计，自春节以来，该部岗位人

员自发主动组织抢修复产突击活动 7 次，相

继完成二号联水区管线穿孔挖沟补漏、4 号

加热炉安全阀更换、轻烃站板式换热器出口

管线刺漏阀门更换等抢险任务，确保集输装

置平稳。

构筑防控安全堡垒
2 月 6 日一大早，党员张鹏就全副武装

和技术组同事陈雷雷一道对办公室、楼道、中

控室门把手进行“大扫除”。

春节过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公共卫生

防疫工作刻不容缓。

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党员干部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部署疫情防控，

跟踪生产动态，每天核实近百条各类信息。党

员变身“清洁工”，走在防疫最前沿，抢着干最

脏最累的活儿；变身“宣传员”，深入班站讲解

当前形势和疫情防控知识，传递着抗击疫情

的正能量。

“核人员，源头控；测体温，查实情；进出

疆，应暂停；勤引导，保稳定；若隔离，莫惶恐；

消毒全，常通风；少聚集，守铁令；戴口罩，重

执行；信息报，勤沟通……”这是党员邵勇华

自编的疫情防控措施“金十三”顺口溜。

邵勇华是油气处理部工艺技术员，驻守二

号联合站现场办公，随时处置生产异常。他在

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多次深入岗位传达上级

文件精神，宣讲防控知识，提醒员工戴口罩，做

好通风消毒等自身防护。随着疫情时间延续，

个别员工出现紧张焦虑情绪，他及时开导，鼓

励大家战胜“疫”魔，并做好返疆上班人员的劝

返和解释工作。他每天至少两次用消毒液对办

公室、中控等处喷洒消毒，督促班站人员落实

门禁制度，做好出入登记和测温检查等工作，

为全力打赢防疫阻击战传递着“最强音”。

有人说他：“疫情这么严重，别人能躲就

躲，你咋还跑那么勤？”邵勇华淡然一笑说：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迎难而上。”

疫情防控期间，油气处理部党支部通过

文件宣贯、党日活动和党性体检等强化党员

党性，用红色基因激发党员“精气神”，开展党

员责任区和“五先锋”争创活动，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咱紧转 P2暂

■ 本报记者 李丙驹

从扛起民族工业振兴重任，到肩负传统

行业转型使命，再到当前承担起保障疫情防

控的责任，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新水泥”）———这家始创于 1907 年的企业

不仅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而且有力彰显了“百年华新”的政治担当

和社会责任担当。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华新水泥“硬核”行动支援抗击疫情阻击战，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有效部署，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在湖

北省人大代表、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裁李叶青的指挥下，公司先后成立应

急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迅速行动。在采取

必要措施，切实保障员工健康安全的同时，全

力以赴紧急驰援抗疫一线。

捐赠物资，助力疫情阻击战。1 月 23 日，

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工建设当日，华新水泥主

动联系，无偿保障项目建设水泥需求。截至目

前，主动捐赠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黄梅县梅山应急

医院等多家“小汤山”医院项目建设水泥，助

力医院如期建成。

疫情面前，医疗物资比金钱更重要。华新

水泥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及海外拥有 150 余家

分子公司，在全球采购方面具有资源优势。1月

24日除夕夜，李叶青指示公司采购系统迅速整

合资源，在全球采购紧急医疗防护用品支援抗

疫一线，“不要管钱，有了就拿回来……”

截至 2 月底，华新水泥仅总部采购部门

就在国内和海外紧急采购医用口罩 190101
个（其中 N95 口罩 1.5 万个）、防护服 42340
套、医用手套 226500 双、护目镜 3600 副、消

毒水 5吨、医用酒精 5.5 吨、护目镜 3600 副等

防疫物资支援湖北抗疫一线，企业第一轮捐

款捐物总计达 1000 万元。

保障防控，技术革新运用鼓舞人心。华新

水泥经过十余年的研发和实践，已形成了国际

领先的“水泥窑协同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置技

术”。作为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停不得”的企业，

2月 4日以来，旗下武穴、阳新、宜昌、十堰等工

厂进入应急处置状态坚持不停工，截至 2月 28
日，累计无害化处置了 108吨医疗废弃物，成

为支援湖北战疫主战场的“硬核力量”。

释放产能，有序保障水泥市场供应。位于

云南省开远市的华新水泥旗下红河公司在筑

牢防疫网的同时，推动企业安全有序稳产运

行，努力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作为“产业援藏”的

代表企业，华新西藏公司做到了疫情防控与

安全生产两不误，全面推进垃圾处理项目开

工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运行。

党群齐心，阻击战“疫”共同作为。在疫情

较为严重的武汉等地区，公司数百名党员和

积极分子自发参与志愿者团队，积极捐款捐

物、社区车辆服务等展开抗疫行动，让党旗在

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大“疫”面前勇担当，

目前华新水泥全员正在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在为奋力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懈奋斗。

四川万源
多家企业复工复产
助力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四川万源市星

华服装织造厂与华新水泥（万源）分公司等多

家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开足马力生产口罩等

疫情防控物资，处理全市生活垃圾，助力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急需物资需求，万源市委、市政府出台有效措

施，积极鼓励企业转型生产。从 2 月 5 日起，

万源市星华服装织造厂积极响应号召，迅即

从服装制造转型为口罩生产，并组织员工积

极投身生产，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每天早上 8 时许，星华服装织造厂的员

工们便陆续来到工厂门口，消毒、测体温、更

换口罩，随后进入厂区开始生产口罩。流水线

上的工人们铆足了干劲，加紧制作当前最紧

缺的防护物资。

与此同时，负责消毒的工作人员也定时

对织造厂院坝、生产车间及伙食团进行消毒。

万源市中心医院白沙分院中医陈美发介绍

说，为了保障厂区的卫生安全，医院会派出专

门消毒的工作人员，每天对服装厂消毒两次，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为保证员工安全，该厂实行定时为员工

测体温、酒精喷洒消毒，同时，食堂采用一次

性餐具并分批次进行就餐。目前，已开通两条

流水线同时生产，生产出来的口罩由万源市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统一送往达州市四川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最后由全市统一调配。

星华服装织造厂董事长何华告诉笔者，

目前服装厂通过体检合格到岗的工人有 36
个，开头几天做了大量筹备工作，预计逐步能

够达到日产口罩 5000 个以上，服装厂也将会

进一步加班加点提高产量。

在华新水泥（万源）分公司，从厂区大门

到进入每一个生产车间，层层都有严格的消

毒措施，工作人员坐在行车操控室里，“垃圾

变水泥”的智能化生产一直在紧张地进行中。

据了解，为了应对此次疫情，保障万源市生活

垃圾的有效处理，从 1 月 30 日开始，华新水

泥（万源）分公司的 160 名工作人员便已经全

面复工，开展垃圾处理与水泥生产。

在充分做好企业防疫的基础上，华新水

泥（万源）分公司生产、仓储、配送等部门取消

休假，火速进入复工复产状态，日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 250 余吨，并通过水泥窑自身特有的

高温、强对流、涡流、强碱性、还原气氛等工矿

条件，将生活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置，实施资源

化利用。

在群策群控战疫情，紧锣密鼓备复工的

关键时期，万源市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指导

和服务保障的同时，督促各相关职能部门主

动服务，大力推行“不见面”“网上办”“掌上

办”等服务，协助企业通过预约办理、网上办

理等方式办理相关事务，减少人员聚集，进一

步缩短办理时限，为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障，助力企

业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渊马发海 卢仕鸿冤

百年华新“硬核”支援助力抗疫情

西北油田：石油“疫”线的责任和担当

荫图为党员李新（左一）等在二联水区更换罗茨泵。

荫华新水泥持续捐资捐物抗击疫情

荫华新援助的水泥抵达抗疫一线建设现场

荫协同处置医疗废物支援抗疫主战场

说明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袁2月 4日

至 2月 29日本报休刊袁今日起袁正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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