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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谱新篇
环保业务占鳌头

中石化江苏 171 座加油站
增设
“环卫驿站”

——葛洲坝集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调查

4 点多起床，5 点到岗，早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一般都是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杨玉兵在南京从事环卫工作已经 18 年了，每天凌晨
在路边买点包子馒头对付，或者吃点从家里带出来的冷
饭凉菜，困了、累了，多数时候就是在路边的大树或者栏

本报记者 蔡钱英

变为真实存在的巨大市场空间，吸引各种资本和企业的汇

杆上靠着休息一下，即使这样，她也担心影响不好，有时

聚，
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

干脆跑到附近的公厕休息一会。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调整业务结构，转变发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凯在接受《中国

“以后我们可以来中国石化加油站，接热水、歇歇

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对身处传统行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环保业务是葛洲坝转型升级的

脚，这儿的服务更人性化，环境好，人也热情！”环卫工人

业的央企而言，遭受了发展困扰的切肤之痛，纷纷加入转型

重要方向，
是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公司将继续通

杨玉兵一边倒水，一边高兴地说。

升级的大军。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

过投资和并购，
迅速抢占环保业务技术制高点和市场制高点，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正在开启全新的需求空间，迎来发

构建集规划、
研发、
设计、
制造、
施工和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和中国石化江苏石油分公司共同在南京市湖西街加油

展的新纪元。政策的推动也使得这些潜在的节能环保需求

环保企业，
力争用两年时间打造成国内环保行业领军企业。
”

站举行中国石化爱心加油站——江苏环卫驿站启动仪

10 月 11 日，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江苏省总工会

式，这标志着中国石化在江苏省 13 个市首批 171 座环卫
驿站正式启用，将为环卫职工提供“洗洗脸、歇歇脚、暖
暖身、乘乘凉、热热饭、充充电、看看报”等贴心服务。江
苏省副省长张雷和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雷典武为
“江苏环卫驿站”揭牌。

“家油站”里很温馨
“城市美容师”们街头有了自己的“家”。
《中国企业
蔡正向记者介绍水泥窑生产线

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示范线

报》记者日前走进江苏湖西街中国石化加油站，远远地
就能看到一侧的“江苏环卫驿站”。这个“驿站”，房间不
大，15 平方米左右，但是空调、微波炉、茶水设施、洗脸
池、桌椅、常用药箱、简易衣柜等基本设施都有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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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卫工人们提供休息、热饭、如厕、应急等便利服务。
中国石化江苏石油公司总经理许卫东表示，崇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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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首先要尊重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中国石化这 171 座
环卫驿站把环卫工人的冷暖放在心上，驿站里有空调、
微波炉、药箱等，
“家油站”里很温馨，欢迎环卫工人来加
油站歇歇脚，喝口热水。今后还将根据条件陆续推出，
葛洲坝中材洁新((武汉
葛洲坝中材洁新
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老河口分公司

镇海炼化
将环保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蔡钱英

近日，
镇海炼化
“碧水蓝天”
环保治理
项目——石油焦焦棚周边环境治理项目
正式投入生产运行。公用工程部曝气塘
治理项目进入尾声，将在四季度全面投
运。此外，列入近 3 年中国石化“碧水蓝
天”
专项计划的其他 5 个项目也已全部完
成。
多年来，镇海炼化始终坚持可持续
发展战略，在“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
方面先行实施，走在前列。据统计，2016
年上半年，镇海炼化二氧化硫排放量同
比降低 30.86%，为年度指标的 14.92%，氮
氧化物排放总量比 2015 年上半年降低
9.20%。

率先达到
“史上最严排放标准”
2014 年 6 月 30 日，镇海炼化三套电
站 9 台锅炉全部建成并投运脱硫脱硝设
施，环保排放均达到或者优于国家新标
准，
率先达到“史上最严排放标准”。
镇海炼化共有 3 套电站，二电站的 2
台锅炉负责炼油区域供电，三电站有 2
台炉负责化工区域，四电站有 5 台炉负
责乙烯区域的供电。既要确保汽、电正
常保供和又要完成技术改造、生产、施
工、检修等多项交叉作业。为此，镇海炼

环保葛洲坝中固科技滇池生态清淤工程

秒，
根据时间节点要求倒排时间进度。

责任。
171 座环卫驿站，给环卫工人提供了“歇脚地”。
“点名
在马路，更衣在家里”、
“上班一身灰，回家满身汗”，在寒
风中蹲在路边吃冷饭、酷热里躲在树荫下汗直流，这是环

依托产业优势
“试水”环保领域

卫工人们工作时的常态。中国石化爱心加油站——江苏
环卫驿站，都悬挂有统一的标识，也有编号。中国石化选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对凯丹水务 75%的股权收购，正式进

开展节能环保业务的丰富经验。”在聂

简称“葛洲坝集团”
）是中国能源建设

入水务领域。凯丹水务的污水处理能

凯看来，葛洲坝集团每个员工身上传

集团有限公司核心成员单位，自 2003

力为 55 万吨，目前公司正在接洽多个

承的“革命精神”是最为珍贵的，
“我们

年成立以来，核心业务为国内水利水

水务类项目。

有一支好的队伍，敢为人先、勇于担

电建设，然而面对国内传统建筑主业

之所以选择水务领域作为葛洲坝

日益萎缩和去产能的严峻形势，葛洲

集团开展环保业务的突破口，是基于

就不怕从零起步，只要介入，就一定要

坝现任领导班子从 2013 年上任伊始

该公司作为业务领先的水电建筑工程

在技术层面站到制高点。
”

即布局转型升级，制定了《关于促进集

承包商，有着丰富的与“水”打交道的

事实上，对于葛洲坝而言，环保业

团公司战略实施的指导意见》，在巩固

经验。作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

务是陌生的。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原有传统业务和优势业务发展的基础

主要参与方，
葛洲坝承建了国内 100 余

上占据一席之地更是难上加难。然而

上，调整结构，着力促进新兴业务和高

座大型水电站，同时也在东南亚、南

这个顾虑在葛洲坝集团副总经理郭成

端业务的发展，将环保摆在了突出位

亚、中东、非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承

洲看来却是无足轻重的——
“外界都

置，先后在水务、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建了 30 多个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此

在说环保市场已经充分饱和，实质上

污泥污土治理及固废垃圾处理等领域

外，葛洲坝还具有丰富的水务处理经

只是数量上的饱和。技术领先、资金

取得突破，环保业务初具规模。

验，在宜昌总部基地，建设并运营了可

充足、管理经验丰富的环保企业凤毛

2014 年上半年，葛洲坝集团确定

供 30 多万人供水的水厂，
在非洲、南美

麟角。”郭成洲告诉记者，葛洲坝从一

将旗下四家子公司作为进军环保产业

等多地承建和运营过一些供水、污水

开始转型环保之初就给自己划定了

的主力阵容，四轮驱动，让节能环保业

处理等基础设施。

务增速前行。

当、乐于奉献。因此我们决定做环保，

“门槛”，
“我们希望可以将环保当做一

同年 6 月，葛洲坝集团全资子公

份终生的事业去做，引领国民环保意

四家子公司中，葛洲坝集团机船

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

识的增强，从而最终履行央企的社会

公司主要定位于环保领域高端设备制

以现金出资 5.5 亿元，控股 55%与大连

责任，
完成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

造和服务；水泥公司定位于新型环保

环嘉集团共同设立葛洲坝环嘉再生资

郭成洲对目前整个环保市场十分

水泥技术、产品和相关业务；投资公司

源有限公司，进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看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 国家大

定位于水务、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运

行业。

力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的方向是正确

营；环境工程公司则致力于打造高科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
葛洲坝集团

技型、综合性环境公司。通过四家公

先后承建了数千项水利水电项目，并

这样容易造成一部分企业享受不到相

司的共同努力，打造全产业链型环保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泥、民爆、装

关政策的扶持。国家有关部门机构应

业务板块。

备制造等领域不断突破，我们始终坚

该仔细研究各地方区域的污染程度，

持绿色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

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措施。
”

2015 年 1 月，葛洲坝集团完成了

的，但目前出台的政策还有待完善。

化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项目推进
组，从立项起的 1000 多个日夜，争分夺

补充完善环卫职工工间休息场所，履行中国石化的社会

择江苏作为试点，设立面向环卫工人的爱心加油站，是中
国石化长期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新的延续。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表示，
“‘爱心加油站’
最大特点是将公益事业与中国石化主业相结合，以加油
站为服务窗口，让爱心在加油站落地生根。中国石化精
心打造出‘爱心加油站’志愿服务品牌，也标志着中国石
化志愿服务活动向规范化、常态化、品牌化的趋势发展，
这样能更好地履行央企社会责任，更加彰显中国石化的
品牌形象，更好传递社会正能量。”

共建美丽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
为支持中国石化设立爱心加油站——
江苏环卫驿站，
中国石化易捷商业合作伙伴太平人寿保险
将每年为 500 名优秀环卫职工提供人生意外伤害保险，
为
环卫职工解除后顾之忧。江苏省住建厅新闻发言人表示，
500 名享受人生意外伤害保险的环卫工人将从全省 10 万
名环卫职工中评选产生。
据了解，下一步，中国石化江苏石油将根据首批环
卫驿站运行情况，进一步补充、完善驿站功能，并择机推
出更多的环卫驿站提供服务，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同时，还将以加油站为平台，吸引更多商业合作伙伴加
入到服务环卫职工活动中来，为建设美丽江苏、美丽中
国做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石化通过遍布全国的 3 万座加油站这
个平台，尽可能地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服务。如广
东、广西和湖南，中国石化连续多年在春运期间开展“情
暖驿站、满爱回家”活动，为骑摩托车返乡的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系列贴心服务，让他们安全回家、顺利回家；在北
京、上海地区的中国石化加油站，试点设立为环卫工人
提供的休息区。
“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志愿者服务人
数 84 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总时长 42 万小时。

旧瓶装新酒，
“支招”新技术

“上海世博会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深入人

四电站防腐施工正逢梅雨季节，
连续

心，但是如果没有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

几天空气湿度高达 90%，
达不到防腐作业

的默默奉献，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条件。
“老天不帮忙，
我们自己有办法。
”
公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是葛洲

用工程部技术人员特制了蒸汽暖气片干

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重点支

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

燥作业空间，湿度下降到 50%，顺利完成

持的 60 家大型水泥集团之一，也是全

路，始终走在水泥工业创新发展最前

部门和全省 10 多万环卫工人对中国石化和江苏石油分

防腐施工。为提高施工质量，
督促承包商

国最大的特种水泥生产基地，被誉为

沿。

公司，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和江苏分公司以及江苏省总工

严格管理，
镇海炼化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执

“中国的大坝粮仓”。然而面对产能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围绕

会和长期关爱环卫职工的社会各界表示了衷心的感

行安全自查制度，
自查问题数是业主检查

剩矛盾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传统

节能减排及资源综合利用、新型生产

谢。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单位、企业像中国石化江苏公

问题数的 3 倍以上，
承包商检查问题比例

水泥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水泥企

技术开发、研究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

司一样关爱环卫工人，并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更

从最初的不足0.5倍提高到4倍多。

业如何化挑战为机遇？身兼葛洲坝集

生活垃圾三大主线，着力推进企业由

多地尊重和关爱广大环卫工人，珍惜环卫工作者的劳动

为达到 2017 年底国家实施的最新

团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郭成洲给出

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行业向清洁高

成果，不断提升文明素质，并积极投身于公益实践，共同

最低排放标准，镇海炼化锅炉改造项目

了这样的答案，风雨兼程 40 多年，葛

效的现代产业转变，实现了由“灰”变

（下转 G04 版）

洲坝水泥以“做水泥行业的环保领跑

“绿”的华丽转身，走出了一条全新的

已经启动。

者”为愿景，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

生态发展之路。

建设厅厅长周岚坦言。
（下转 G04 版）

周岚代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各地环卫主管

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和环境卫生面貌，共同建设维持美丽
（系列报道详见 G02 版）

宜居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