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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报道

本报记者 龚友国

长江之滨的古城泸州，地处川滇

黔渝四省市结合部，东邻重庆，南与贵

州、云南接壤，西接宜宾、自贡，北靠成

都经济圈，是四川出海南通道和长江

上游重要的港口城市。

2003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响
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四川

泸州投资兴建了中海油系统西南地

区唯一的生产企业———中海沥青（四

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沥青四川

公司）。当年 10月 18日，总投资约 3
亿元的这家公司开工建设，2004年 8
月建成投产，生产出了合格的沥青和

燃料油产品。

今年，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即将迎

来自己的十周年华诞。十年，三千多个

日日夜夜，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在市场

经济的海洋中勇往直前，完成了 63项
技改攻关，累计加工原油 319.94万
吨，实现产量 317.78万吨，占领了大
西南沥青市场 60%以上的份额，总资
产达到 6.1亿元，累计上缴税金 28.55
亿元，其中 2012年纳税 7.8亿元，位
居泸州市第二。

中国第一品牌的十年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驱车前

往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工业园

区的中海沥青四川公司进行了采访。

走进这个长江岸边的工厂，举目望去

是排列整齐有序的码头区、油罐区、

生产装置区、污水处理区、锅炉区、综

合办公区等等建筑和设施以及周围

空地上栽满的桂花树、香樟树等树木

花草，好一个现代化的园林式企业！

总经理张庆新告诉记者，中海沥

青四川公司是在国资委指导下成立

的独立法人公司，这种体制优势使公

司在发展过程中更能适应市场，及时

决策。

中海沥青四川公司的主营业务

是将原油从渤海湾长途运输 3800多
公里到达泸州，生产高质量的环保沥

青、低硫环保燃料油等产品，主要用

于大西南的公路市政建设。

创业之初，原料长距离运输导致

的高成本、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管理

制度尚未健全等因素，使公司面临极

大的困难。2004年，公司亏损 1318万
元；2005年，公司负债率高达 87豫。

那时候，国外进口桶装沥青占据

了中国西部沥青市场的半壁江山，在

很多沥青采购招标会上，明确标注

“只限桶装沥青”的字样，是十分普遍

的现象。

2006年，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判
断，中海沥青四川公司生产出了品质

优良的“中海 36原1”重交沥青，该产品
具有蜡含量低、低温延度大、低温抗

裂性及水稳定性好等特点，部分指标

甚至高于进口沥青，被定位为顶替进

口产品的民族品牌。除此之外，“中海

36-1”沥青还比进口桶装沥青价格每
吨低 1000元左右，竞争优势十分明

显，受到市场的青睐。当年即实现工业

产值 17.8亿元、销售收入 17.8亿元、
利润总额 5900万元、上缴利税 2.2亿
元，一举扭亏为盈，走出了困境。

为了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2008年，中海沥青四川公司还与美国
Ergon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2011年，
Ergon公司正式成为中海沥青四川公
司新股东，Ergon公司的技术力量使
得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如虎添翼。

至此，市场被进口桶装沥青控制

的格局彻底打破，中海沥青四川公司

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重交沥青生

产商和供应商，中海油沥青定价成为

西南地区沥青的挂牌价。近年来，该公

司已经占领了大西南高速公路建设

6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海沥青产品已连续三年被中

国沥青协会评为“中国沥青第一品

牌”、“中国沥青行业贡献奖第一名”，

是中国沥青交通协会北京院的免检

产品，交通运输部质量认证通过产品。

“在已卖出的 1000多万吨沥青
中，没有出现一起质量事故。三峡大坝

修建所用的最多的沥青也是中海沥

青公司生产的。质量完全达到甚至部

分指标还超越同类进口产品。”张庆

新总经理自豪地告诉记者。

靠创新提升竞争力

据了解，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十分

重视抓好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

以抓生产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和

能耗，提高产品经济效益、清洁安全生

产为前提，攻坚克难，促进企业效益不

断增长。

2008年，公司积极推进合理生产
工艺，通过锅炉除氧器乏汽回收，降低

原煤消耗，每小时可节约蒸汽 0.4—
0.5吨，一年可节约成本 62.21—77.76
万元；有效利用锅炉热效率，将锅炉定

排、连排水回收至冲灰水池循环利用，

降低了废水排放数量。以加工量 50
万吨计算，一年大概可以节约新鲜水

5000—10000吨；同时通过烟气余热
回收降低燃料油费用 325万元，以冷
凝水合理回收利用等一系列工艺改

进措施，使公司节能减排工作取得进

一步成效。

2009年 2月，公司利用大修契
机，在保持原氧化塔双功能不变的情

况下，成功恢复了氧化装置工艺流程。

在沥青市场销售形势较好的情况下，

成功摸索出了氧化装置运行条件下

生产 30#、50#、70#、90# 沥青的操作
过程，提高沥青收率 4%—6%，并降
低加热炉出口温度 10益左右，当月即
增效近 216万元。2009年 3月，公司
对空压机进行技术改造，使功率为

110KWH/h 的空压机运行既可供全
厂净化风也可供全厂非净化风，使在

氧化装置运行状况下，节约电耗

220KWH/小时，年累计节约成本
36.45万元；2009年 10月 2日，空压
机变频改造完成，经一个月试运行结

果数据统计，可以节约电耗 75KWH/

小时，一年可节约成本 35.4万元，实
现了节能降耗和控制成本、增加效益

的目的。

2010年以来，公司在科技创新方
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对循环水系统

和路灯系统进行了节能技术改造，每

年节约成本近 60万元。此外，加热炉
烟气余热回收系统水热媒技术改造、

减压抽空器改造、氧化沥青功能集成

改造等科技转化成果也已经申报。

为实现产品技术升级，中海沥青

四川公司还抓住与美国 Ergon 公司
合作契机，为公司快速提升产品质

量、丰富产品系列开创良好局面。双

方经过多次试验，已完成改性沥青的

试生产，向乳化沥青,高速路面养护等
方面发展，逐步实现公司的技术变革

和产品升级。

经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生产能

力不断扩大。2012年 7月 19日，改性
沥青技改项目正式竣工。产能由 10
万吨增加到 30万吨，产品生产工艺
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AH-50沥
青具有延伸性能、抗车辙性能较好等

优势，作为改性沥青在中、底层路面

的替代品，具有生产低成本、高性能

等特性。

军队般的管理制度

对于一个高危的能源企业来说，

要生存发展，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

度是难以想象的。

中海沥青四川公司体系主管郑丽

告诉记者，经过十年的发展，公司已经

逐步形成并完善了整套管理制度，在

实际工作中至今仍在不断改进。

据介绍，公司成立之初使用的是

《泸州沥青企业管理标准 B版》以及
相关部门的零星规定构成的制度，存

在不成体系，实用性不强，业务流程

过于简单，责任不清等问题。

2005年，公司制定颁布了 118
个制度文件，涵盖生产、营销、财务、

综合管理的方方面面，初步建立起支

撑公司正常运营的管理体系。

2006年，在纳威尔格咨询公司的
指导下，编制完成了 《综合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27个，《管理文件》180
个，最终通过DNV外审认证。公司制
度、流程图、表格有了统一的格式，形

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制度体系文件，

为制度持续改进提供了框架。公司使

用 OA办公系统，不仅实现了无纸化
办公，更提高了工作效率。

2008年 12月，公司按照中海油
气开发利用公司“管理制度体系与

QHSE制度体系合并”的工作要求，启
动《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一体

化管理体系最终将公司所有业务划

分为 37个过程。整合、修订后的一体
化制度共 223个文件，514张表格。

2009年 7月，《一体化管理体系》
颁布实施。通过一体化体系整合，再

次让员工对操作过程有了更进一步

的了解，理顺工作流程，完善对制度

风险点的控制和预防。

2010年，在《一体化管理体系》中
新增“能源管理”过程，单独将能源管

理从生产过程中剥离出来。新增能源

管理过程后，公司业务总过程为 38
个，公司管理日益科学严谨。

2006 年至今，公司每年接受
DNV挪威船级社审核小组的监督审
核。专家组主要依据 ISO9001-2008、
ISO14001 -2004、OHSAS18001 -2007
逐项开展外审。通过制度评审，有针

对性地与总公司、油气总部制度进行

对接。总公司相关职能部门不定期对

四川公司进行专项审核，审查并发现

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四川公

司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建议，在具体工

作中持续改进。

生产管理部经理吕为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公司管理必须有一

套如同军队般的制度，这样才能使各

项工作有效执行和落实。好的制度保

护着公司，也保护着每一位员工。”

“队伍是最大的财富”

目前，中海沥青四川公司目前拥

有员工 182人，平均年龄 30.2岁。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者 126人，占员工总
人数的 69%。员工队伍整体年轻化，
文化素质较高。

为不断提升员工职业素质，公司

定期开展以“端正心态、科学发展、快

乐工作”为主题的员工职业素质系列

培训。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高层

管理者亲自授课，通过他们切身经历

的讲述，与员工分享人生感悟，引导

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特

别是职业生涯应有的正确工作态度

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2012年，公司通过多形式、多渠
道对中层干部、班组长、基层员工及

新员工进行培训，累计完成安全知识

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及综合类培训共

计 439项，参培 2656人次。
张庆新总经理说：“从刚建厂时

几乎全是外行的员工队伍，到成为今

天技术过硬、凝聚力超强的优秀之

师，这十年的队伍进步令人骄傲！‘厂

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主人翁精神已

深深刻入了每一个中海人心中。”

“公司建立之初，员工们几乎都

是不懂炼油的外行，为了保证装置一

次性开车成功，我们夜以继日地在车

间里工作学习，熟练流程。领导送来

了鸡汤、牛奶，与我们并肩作战，大家

的干劲更足了。当第一次开车成功

时，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生产

部作业区班长叶贤兵如是说。

叶班长向记者讲述了他与公司

共同成长的十年：“我是学电气自动

化的，2003年 12月，应聘成为了一名
炼油工。当时泸州没有炼油厂，几乎

招不到专业对口的员工。进厂之后，

公司组织我们到山东滨州沥青公司

培训，我们自己掏腰包请师傅吃饭，

复印技能操作资料，下班后自己又坐

出租车回到厂里看他们工作，为的就

是能够弥补自己专业的不足，学到更

多的技能和专业知识。短短三个月我

们就完成了职业的角色转变，成为了

专业的炼油工人。滨州的师傅们对我

们的学习成果很惊讶，说一般对口专

业的大学毕业生要实习半年才能掌

握的技能，被我们三个月就学到了。”

生产管理部经理吕为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 4月，当我走
在泥泞的建设场地上时，心中泛起疑

问：这泥巴路怎么炼油？然而当我看

到同事们在初春时节厚厚工作服上

泛白的汗渍时，我的疑问消失了，与

同事们一道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如今

公司取得的成绩也印证了‘只要中海

人肯实干拓荒，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这句当初立下的豪迈誓言。”吕经理

还告诉记者，公司奉行“边干边培养”

的理念，让大家在实战中锻炼、提升，

对有潜质的员工予以提拔。“我就是

一名从普通员工晋升为部门经理的，

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以及公

司给予的平等机会。”

在采访中，张庆新总经理强调：

“队伍就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我们把

每一个员工当做自己的亲人，为大家

建职工运动场地、提供优质的工作

餐，甚至关心年轻员工的个人问题

……总之，公司尽其所能为员工提供

一切可能的福利和帮助。”

做“环境友好”型企业

在中海沥青四川公司采访中，记

者感到惊讶的是，这里并没有炼油厂

常有的那种刺鼻气味，相反，厂区空

地上栽满了桂花、香樟等树木花草，

令人赏心悦目。总经理张庆新高兴地

对记者说：“等这些树木长大以后，我

们公司就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工厂

了！”

中海沥青四川公司拥有 500余
米长江水岸线，“不让一滴油污染长

江”，是公司庄严的承诺。

早在 2007年，公司就在长江之
滨构筑起四道环保防线：第一道防

线，年处理 40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系
统，确保污水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

准；第二道防线，原油罐区防油防护

栏的加高和新建外围防护围堰，可保

障在发生原油罐溢油事故的情况下，

增加 1.5万立方米原油的有效收集空
量；第三道防线，2250立方米事故应
急池，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对事故

水进行收集与回收处理；第四道防

线，趸船舷边围堰及水岸线围油栏的

设置，可有效防止油品在装卸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泄漏，从源头上杜绝了对

长江造成污染的可能性，确保即使在

事故状态下也不让一滴油进入长江。

2008年，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实
现了外排污水的回收利用，污水排放

指标远低于国家一级排放标准，CDO
指标小于 30，居全国领先水平。目前
处理过的污水大量用于循环水的补

充水和公司厂区绿化用水、厂区环境

卫生用水、锅炉冲灰水补水等，污水

回用率达 50%以上。
2012年，公司通过完善管理制

度、优化工艺、技术改造等有效途径，

确保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任

务，实现循环经济、清洁生产。

张庆新总经理对记者说：“截止

到 2012年底，公司累计在节能减排，
环保装置等投入上达 1.7亿元。节能、
环保是公司前进的基础动力，在这些

方面投入再多的经费也值得。”

公司连年被评为泸州市“诚信纳

税先进单位”，2012年纳税 7.8亿元，
员工不到 200人的公司竟成为了泸
州市的纳税亚军，不能不令人称奇。

“中海沥青是一家央属能源企

业，拥有国家资源，盈利不是我们考

量的首要指标，维护地方经济稳定，

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建设，更好地服

务社会才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

张庆新总经理说。

据了解，中海沥青四川公司在加

快发展的同时，还热心参与公益、慈

善事业，2008年“5·12 汶川特大地
震”，2010年青海玉树“4·14”特大地
震以及当年西南地区特大旱灾等等

自然灾害，公司及员工都伸出援手，

出钱出力。

张庆新总经理告诉记者，现阶段

公司正着力推进 15万吨/年侧线油加
氢项目的建设，而在“十二五”期间，

中海油气开发利用公司还将在泸州

投资 10亿元，把中海沥青四川公司
建成西南地区一流的重交沥青、环烷

基润滑油和环保型燃料油生产商和

供应商。公司的发展目标是：力争

2015年末实现“三个翻一番”的目标，
即力争实现销售收入翻一番、入库税

金翻一番、入库税收中地方财政收入

翻一番，再造一个中海沥青四川公

司，为促进泸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打破西部地区洋沥青“半壁江山”

2003年，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响应国家

“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到四川泸州投资兴建

了中海油系统西南地

区 唯 一 的 生 产 企

业———中海沥青（四

川）有限公司。当年 10

月 18日，总投资约 3亿

元的这家公司开工建

设，2004年 8月建成投

产，生产出了合格的沥

青和燃料油产品。

1.中海油气开发利用

公司总经理朱玉明

（中）到中海沥青（四

川）公司检查工作。

2. 总经理张庆新在

2013 年团拜会上致

辞。

3.公司常减压装置。

4.四川公司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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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沥青（四川）有限公司走过十年风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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