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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文化Enterprises Culture

■ 杜成

9 月 18 日，在四川遂宁召开的 2020 全国

企业文化现场会上，经过多年的升华、考究、

提炼与梳理，西南油气田公司最新的企业文

化体系———“和合共生 气美家国”合气文化

正式出炉发布。“企业做大靠资本，做强靠科

技，做精靠管理，做活靠创新，做长做久、做到

基业长青还是靠企业文化！”四川省企业文化

研究会理事会第五届理事长、西南油气田公

司党委常务副书记赵厚川表示，企业发展与

其企业文化息息相关，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

发展理念和精神内核不断践行、升华和淬炼

而成，是其重要的软实力。

与“石油精神”“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一脉相承

60 多年来，四川石油人始终秉持“奉献

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努力践行“我为

祖国献石油”的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产业报

国的崇高理想，传承弘扬“石油精神”“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从为了国家需要到填补国内空

白，再到新中国第一个区域性天然气工业体

系的形成；从区域性天然气勘探到全国性天

然气技术支撑，再到跨入千万吨级大油气田

行列；从勘探开发一体化到地质工程一体化，

再到成为我国陆上第四大油气田，西南油气

田公司贡献了“巴蜀智慧”和“西南担当”，在

产业实践和经营管理中，形成、丰富和升华了

以“和合共生 气美家国”为核心理念的合气

文化。

“和合共生”，秉承中国传统“和合思维”，

秉持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和命运共同体思

想，在天然气业务链全过程，追求天人合一的

哲学观、厚德载物的责任观，知行合一的实践

观、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以绿水青山回报自

然、以清洁能源造福社会、以诚信服务赢得客

户、以价值实现成就员工、以科技创新拥抱时

代，打造共生共荣、互利多赢的企业生态。

而“气美家国”，融入国家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战略，以文化深厚、资源禀赋的底气，

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勇气，锐意进取、敢为

人先的锐气和丹心赤忱、清风峻节的正气，为

祖国建设大气田，为人民助力新生活，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出大气、造大美、献大

爱，彰显能源央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

家能源战略安全的家国情怀。

“‘和合共生 气美家国’的合气文化与

‘石油精神’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一脉相

承的！”西南油气田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

道伟表示，经过 60 多年的文化孕育，它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实践的创造性、文化的传承

性、价值的共同性，其内涵融通巴蜀地域文化

的灵气，深植“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的川油魂

魄，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共生境

界、“奉献能源、创造和谐”的共生情怀、“责任

如山、气美家国”的共生风骨，在绿水青山中

创造自然之气、生命之美，展示了石油人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忠诚无畏，彰显了石油

人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品质。

根植延续巴蜀天然气文明脉络

“两千多年前，巴蜀先民在凿井制盐过程

中发现了天然气，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摸索

积累，创造了世界顶尖的传统钻井技术，巴蜀

大地上钻火井、取井火、煮井盐的生产活动，

点亮市井烟火，沸腾一方土地，对社会经济文

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油气田公司企

业文化处负责人说，合气文化根植并接续巴

蜀天然气文明的历史脉络，有着丰富深厚的

历史文化内涵。

据介绍，合气文化在西南油气田公司 6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历经了文化萌

生、文化探索、文化发展、文化深化四个阶段。

文化的力量推动了西南油气田公司的快

速发展：2006 年建成了国内首个以天然气为

主的千万吨级大油气田；2008 年走出国门支

持土库曼天然气开发；2009 年开钻了中国第

一口页岩气井……川油精神与时代接轨、与

管理融合、与发展一体，彰显出履行经济、政

治、社会三大责任的新高度，合气文化的内涵

与架构逐渐清晰。

文化创新推动发展提速，西南油气田公

司制定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2020 年全面

建成 300 亿战略大气区；2025 年产量达到

500 亿，成为国内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企业；

2030 年产量达到 800 亿，成为国内最大的现

代化天然气工业基地。西南油气田公司国之

重气、企之大气、民之福气的核心竞争力，延

续了巴蜀大地上灿烂辉煌的天然气文明，最

终升华凝炼为“和合共生气美家国”的合气文

化。

赋予合气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据介绍，该公司始终把传承石油精神、弘

扬行业价值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线，把“和

合共生 气美家国”合气文化融入到石油精神

的再学习、再教育、再实践，“苦干实干、三老

四严”成为文化建设和改革发展动力源泉；将

石油精神、合气文化作为思想教育和入职培

训的必修课，筑牢了干部员工共同的价值观。

该公司积极吸纳巴蜀文化精髓，注重跨

文化汲取养分、跨行业传播精神，以包容开放

姿态学习借鉴知名企业的文化建设经验，不

断丰富合气文化新内涵。立足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色定位，坚

持企地合作共建文化平台，与川渝等省市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在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艺术

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使合气文化饱含更多

的地域特征和更好的行业资源，实现了文化

建设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促进了公司与

政府、用户的“和合共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该公司坚持系统规划、顶层设计，将文化

建设与企业战略重组、改革创新、数字化转型、

党建工作等深度融合，融入国家关于打造四川

盆地天然气千亿气区的发展规划和四川省五

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发展规划，从文化环境、制

度保障、行为规范、管控能力、激励考核等方

面，构建起与发展战略相匹配、与产业格局相

适应的企业文化体系。注重企业文化与专业管

理的深度融合，大力开展安全文化、廉洁文化、

营销文化、合规文化、区站文化等专项文化建

设，形成了集中统一、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企

业文化建设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

据了解，西南油气田公司还全力推进基

层文化建设，引导基层单位围绕行业特色、历

史传承建设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目前，旗下

5 家基层单位荣获“四川省企业文化示范单

位”称号，形成了川中油气矿“攻坚文化”、重

庆气矿“自信文化”、川东北气矿“责任文化”、

输气管理处“输气文化”、天然气净化厂“净气

文化”等一批优秀的文化成果，既保持了基层

文化的自身特质，又丰富了合气文化的价值

内涵。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血

脉，更是一个企业开物成务、知常达变、薪火

相继的源头活水。”张道伟说，一个企业要建

设优秀的文化，需要不忘初心才能深入人心，

需要立足发展才能长足发展，需要实践落地

才能广阔天地，需要不拘一格才能别具一格。

和合共生 气美家国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合气文化深度解析

南滨路上诉说清淤故事，长江江畔谱写

鱼水新歌。9 月 17 日，重庆市南岸区融媒体

中心为致谢重庆气矿驰援地方灾后清淤，特

别赠送专题影集，昭示着水乳交融的鱼水亲

情在巴渝大地血脉相连。

团队的力量始于众志成城

“你们是专业化队伍，好钢用在刀刃上，

烟雨广场通往观景台的咽喉要道，有两个大

坑道积满了固态胶状物，力争用两天除掉这

只‘拦路虎’”。8月 26 日，重庆市南岸区区委

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王愚叫来气矿消防指

战员清淤现场负责人下达任务。

接到任务后，自 8 月 23 日起已在南滨路

开展清淤工作的两个消防战斗班，火速赶赴

坑道现场实地踏勘，只见在长约 100 米陡坡

的中下部位置一侧，两个大型坑道横挡其间，

里面积满了铁栅栏、乱石和淤泥凝固而成的

胶状物。

消防指战员将个人优势和资源拧成一股

绳，形成协调差异的团队模式，形成共同分

析决策的团队机制。面对最难啃的固状清淤

“硬骨头”工程，大队领导多次踏勘现场，

反复优化方案，最终确立了先清理坡道上淤

泥，再利用有利地形摆放消防炮，采取由下

而上的炮击方式，对坑道内胶状物实施彻底

清除。

“炮击”南滨，夜战犹酣。当晚 21 时，

参战消防指战员利用两门消防炮连夜轮番狂

轰 4 个多小时，至次日凌晨 1 点多钟，成功

清理完成两个坑道内约 110 余立方米胶状

物，提前 1 天打通南滨路通往长江观景台的

通道。

在团队中获得震撼与洗礼

每名消防指战员牢记团队身份，相互配

合、众人划桨换来激流勇进。连日来，消防指

战员战高温、斗酷暑，奋战在清淤一线，清理

南滨路烟雨广场一带面积达 5000 余平方米

重灾区域的战斗异常艰辛和激烈。

面对眼前沉积淤泥厚达 50 余厘米，被洪

水冲垮的栏杆、牌标和乱石掺杂其间，现场一

片狼藉。历经两个昼夜的高强度清淤作业和

50 多度的地面高温烘烤，副中队长刘强、副

班长冯小洲双眼严重充血，脸上和身上脱皮，

班长张辉感到头昏脑胀，两边脸部出现红肿，

驾驶员柴荣连续两顿吃不下饭，重灾区域的

清淤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和考验。

就在重灾区域清淤处在异常艰难的时

候，气矿赵松矿长向清淤一线打来电话，向消

防指战员表示问候，大大提振了员工士气。消

防指战员英勇顽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化个体潜能为团队智慧，主动谋略。经过

认真研判，采取先清理广场中央，再向四周辐

射的“中间开花”清淤方案。

班长张辉为气矿荣誉而战的铮铮誓言激

发了所有参战队员的激情。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尽管周身是汗，满身是泥，没有

人退缩，提前 1 天完成重灾区域清淤任务。

为尽快恢复南滨路繁华地段昔日的靓丽

景观，消防指战员利用消防炮冲洗街道沿线

交通标志标牌、照明变电桩、行道树 400 余个

（株），冲洗沾满淤泥的玻璃景观、公交车站牌

和商家广告牌 100 余个。

军民团结书写重建新篇章

拳拳厚爱心，殷殷关怀情。消防指战员纷

纷表示：绝不辜负地方党委政府的厚望，坚决

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全力配合

地方政府，竭力完成灾后清淤重建任务，用实

际行动书写灾后重建新篇章。

8 月 26 日，十几名当地群众自发组织前

来清淤现场慰问，他们饱含深情地对消防指

战员说：“你们起早贪晚，好辛苦！给你们送巧

克力来了，请官兵们补充一下能量吧”。

在驰援南滨路灾后清淤期间，不时有当

地群众为消防指战员送来西瓜、哈密瓜和矿

泉水等消暑饮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见到

消防官兵，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这次洪水好大

哟，淹没了我们的家园，洪水退却后，厚厚的

淤泥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感谢消防官兵，为

我们带来希望！”。

消防指战员接过人民群众的慰问品，当

场表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是消

防指战员的本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

绝不辜负人民群众的厚望，誓死不退！誓为党

旗、军旗添光彩。勇做人民群众的坚强厚盾，

共同书写灾后重建的新篇章。

（肖贵刚 李传富）

涡北选煤厂
打造“文武双全”员工

随着智能化建设不断推进，淮北矿业涡北

选煤厂以职工素质提升为突破口，以打造职工

过硬技能为着力点，致力打造“文武双全”员

工，激活企业的“内驱动力”，努力实现职工由

体力劳动向智力劳动的华丽蜕变。

针对部分职工理论知识基础差，实践操作

能力不高，处理故障能力不到位等问题，该厂

以“引进来 送出去”等方式为职工量身订做了

一套“私人订制”培训模式，邀请高校专家及设

备厂家技术人员给职工的理论知识“充电”；同

时每年年初要求各车间根据本单位职工的实

际需要进行“点餐”，确定培训项目，再由厂部

根据统一安排内训或者外训。同时，该厂还充

分调动经验丰富、技能高超的工匠大师、技术

能手做好传帮带作用，充分利用“大师工作

室”、电焊实训基地等，采用现场讨论、实物操

作等形式让参与进来，进行一对一帮教、手把

手教学，使职工不仅要会，要懂，更要精，提高

职工实操技能。

“作为一名青年员工，以前只是跟着老师傅

干，理论也不懂，生产指标异常了只能干着急，不

知道原因，现在好了，经过培训，熟悉了工艺流

程，我是既能‘文’还能‘武’，再调整参数得心应

手多了！”该厂浮选司机刘鹏飞说。 渊陈飞冤

柴里煤矿工会助学奖学
让矿山的孩子“拼起来”

清风送爽日，金秋助学时。山东能源枣矿集

团柴里煤矿工会把助学奖学作为“一把手”工程

和当前最大的民心工程来抓，殚精竭虑做到了

助学全方位、奖学全覆盖，不仅赢得了职工、家

属的交口称赞，还让矿区莘莘学子在逐梦求学

的道路上更加意气风发，勇往直前。

助学全方位袁让矿山的孩子野跑起来冶遥矿工

会以困难职工及子女就学需求为导向，不断丰

富助学内涵、延伸帮扶链条，千方百计让矿山的

孩子在求学路上不仅“不掉队”、“跟得上”，还要

“跑起来”。为消除生活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的后

顾之忧，让他们放下思路包袱，在求学路上轻装

上阵、疾步前进，近三年来，矿工会为生活困难

职工家庭申办低保金 52.12 万，发放大病救助

金 19.5 万元，发放慰问金 130.2 万元，救济帮扶

困难职工家庭 1498户（人），资助家庭生活困难

学生 113 人，发放“金秋助学金”11 万元；组建

了以各级工会干部为骨干的义工服务队，成立

了“义工生活帮”，开通了“义工大篷车”，常年坚

持到特困低保职工家庭、伤病职工家庭、工病亡

职工遗属家庭进行多种形式的“查、帮、助”，及

时发现并帮助解决了困难职工家庭的一些实际

难题，赠送了学习书籍、用品用具，组织义工开

展了微心愿助学、结对助学，与此同时，矿工会

还对受助的往届职工子女进行跟踪救助，使该

矿“金秋助学”从一次性资助转变为跟踪帮扶、

全程助学。近两年来，跟踪帮扶往届大中专特

困、伤残、大病、工病亡职工子女 64 人次，发放

持续性助学金 5.94 万元。

奖学全覆盖袁让矿山的孩子野拼起来冶遥为激

励职工子女学业有成，矿工会精准落实集团公

司高考奖学政策，做到了应享尽享、应奖尽奖。

2019 年以来，共为 150 多名考取大中专院校的

职工子女申办奖学金近 30 万元，与此同时，坚

持组织“感动柴煤人物”“和美家庭”评选表彰、

“安全如天 父爱如山”关爱父亲行动、“亲情助

安一线行”、“榜样的力量”先模事迹报告会、“祝

福矿山感恩有你”职工生日会、“致谢致敬 至家

至心”关爱劳模特别行动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矿区职工子弟深刻认识到“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切身体认到父母的拼搏奉献

和人生追求，促使矿区职工子弟心怀感恩继承

和发扬父辈们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拼搏奋

进的精神，孜孜以求，学而不殆。据不完全统计，

该矿职工子弟高考录取率、考研读博率逐年递

增，高考录取率平均增幅 2.4%，考研读博率平

均增幅 3.1%，近百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矿工

相继荣升为“研究生的爸爸”“博士的爸爸”。从

矿山走出去、“拼起来”的莘莘学子，不但成为了

矿工父母和整个矿区的骄傲，也预示着柴里煤

矿这个具有 55 年矿龄的老矿拥有了注定不凡

的未来。 渊张八一 田永生冤

南滨路上鱼水情
———重庆气矿履行社会责任驰援地方灾后清淤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