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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战“疫” 责任显担当
今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心。
口罩告急、医用氧供应紧张……危
难面前，国有企业发挥“压舱石”作
用，抢机遇抢时间抢进度；民营企业
勇担社会责任，尽己所长，解决燃眉
之急。
其中，兰州石化加强医用料保
供，火速上线口罩生产线，积极筹备
建设熔喷布生产线，充分彰显了大
型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恒力集团
充分利用公司优势，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达产，为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贡献力量；金宏气体加快
技术改造，用爱心行动表达对疫区
人民和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人员的
关爱和支持。

金宏气体：
发挥专业优势，勇担社会责任

恒力集团：家国情怀为国担当，责任为先大爱无疆
1 月 27 日，凝聚着恒力集团和董
事长陈建华浓浓爱心和拳拳牵挂的
1 亿元人民币汇入武汉市慈善总会账
户，专门用于武汉疫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治工作。与此同时，恒力集团
充分利用公司优势，精准有序为公众
及战斗在疫区最前线的医务、防疫工
作者、记者等提供帮助，特别是努力
帮助疫区解决物资短缺等方面困难，
共同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达
产。疫情发生以来，恒力集团五大产
业园 90%并没有停工，以“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最高等级”，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达产，在确保“零疫
情”的同时，做到了装置运行不停、产
品生产不停、新项目试车不停，实现
了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两不误。
“越是紧要关头，企业越要有担
当 ；越 是 危 机 时 刻 ，企 业 越 要 有 作

为。当前，是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
关键时期，在国家需要我们、人民需
要我们的时候，企业家必须冲在前
面，带好头，顶得上，靠得住，快速行
动，
做好表率。
”陈建华说。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恒力集团大投入、大发展
的一年。目前，恒力集团各地在建项
目 总 投 资 1106 亿 元 ，其 中 宿 迁 、南
通、泸州等地纺织及高端聚酯新材料
项目已开工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将
于今年逐步投产。
2 月 18 日 ，恒 力 集 团 有 五 大 项
目同时在吴江集中开工、签约，总投
资 350 亿元。目前，恒力国际新材料
产业园、苏州湾国际企业中心以及 40
万吨特种工业丝等新增项目，正快速
推进，
力争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为应对疫情需要，保证聚丙烯原
料的充足供应，春节期间，全球最大

规模的恒力 150 万吨/年乙烯装置一
次开车成功，每天可增产 1000 多吨
丙烯，保证了下游聚丙烯装置的满负
荷生产。
恒力石化能快速转产，并使日产
量稳定增长的奥秘就在于聚丙烯的
智能生产线。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料
通过管道进入车间，到成品通过全自
动流水线完成打包、称重、喷码的全
过程，工人们只需要在计算机前“动
动手指头”就可以实现全程自动化运
行，不仅提升了效率，还减少了人与
人的无效接触。
自疫情发生以来，恒力集团本着
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一方面建立健全
疫情防控机制，全力抗击疫情；另一
方面践行企业担当，充分利用企业优
势，为战胜疫情奉献力量。据统计，
恒力集团累计已捐赠 2.1 万套防护服
驰援湖北，
1.2 亿元人民币抗击疫情。

兰州石化：防控生产一起抓，改革发展两不误
口罩告急，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问题。为此，中国石油兰州石化
公司（以下简称“兰州石化”
）保持定
力、毫不松懈，充分发挥苦干实干优
良作风，切实做到防控生产一起抓、
改革发展两不误，努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高质量发展双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兰州石化加强医
用料保供，火速上线口罩生产线，积
极筹备建设熔喷布生产线，统筹抓好
重点域外项目复工等战“疫”复产的
硬举措，被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竞相报道，充
分彰显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
“长子”
力量。
发挥“调节器”作用，保上游保互
供保市场。面对疫情期间国内成品
油需求降低的现状，兰州石化充分利

用现有原油库容，尽可能地增加接收
油田原油量，努力保证油田后路，同
时商储库也积极做好进油准备，最大
限度解决上游油田的困难。
在此基础上，兰州石化一方面发
挥自身炼化一体化优势，积极解决兄
弟企业部分原料，帮助兄弟企业消化
吸收平衡；一方面密切跟踪市场变化
对现有装置生产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根据需求优先排产市场有容量的产
品，
维持低负荷下的连续平稳生产，
有
力解决了原油后路紧张的问题。截至
目前，
兰州石化加工原油 1453000 吨，
汽油、
煤油、
柴油生产 902007 吨，
皆完
成计划。
发挥“压舱石”作用，抢机遇抢时
间抢进度。疫情期间，兰州石化充分
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作用，迅速
调整生产计划，加紧生产用于注射器

的聚丙烯 RP340R、用于医用无纺布
口罩的聚丙烯 S900、用于医用输液
瓶的聚丙烯 RP260……以央企责任
为国家战“疫”防护物资原料供应提
供保障。1 至 2 月份，兰州石化共生
产各个牌号的聚丙烯产品 71545 吨，
其 中 RP2607566 吨 、S900 纤 维 料
8959 吨。
在接到集团公司口罩生产线建
设指令后，兰州石化不讲条件迎难而
上、精准施策全面推进，倒排项目进
度表，形成日工作网络计划，不分昼
夜开展工作，仅用短短 24 天时间，就
完成了生产准备、公司注册、许可证
申请等工作并形成产能。截至 3 月 5
日晚 10 时，兰州石化顺利建成投产
了 5 条口罩生产线，具备了生产一次
性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N95 口
罩的能力。

在这个注定不平凡的 2020 年，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金宏气体”
）在董事长金向华的带领下，
用自己的
爱心行动表达对疫区人民和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人员的关
爱和支持。
医用氧保供，金宏人一直在行动。新冠肺炎患者肺部机
能受损导致呼吸困难时，
氧疗成为目前临床上最主要治疗措
施之一，
医院对医用氧气的需求巨大。
金宏气体作为苏州地区主要的医用氧供应商，金宏人一
直在行动。金宏气体为苏州市各大医院、诊所、社区卫生院
和养老院提供医用氧，
并配合医院为患者提供家庭医用氧送
货上门服务。春节期间，为保障苏州市医用氧的安全供应，
金宏人放弃春节休假，义不容辞投入到医用氧保供当中，生
产人员坚守岗位、安全有序生产。金宏物流的驾驶员、押运
员们，
从清晨忙碌到黄昏，
及时响应，
按时送货上门。
尽己所长，解决燃眉之急。3 月 5 日，金宏气体捐赠的两
批共计 500 台医用氧钢瓶小推车送达武汉，335 台推车运送
至武汉市各大医院，165 台支援湖北孝感、黄冈以及江苏对
口支援的黄石等湖北重点疫区各大医院。
“出现呼吸困难的新冠肺炎患者都需要吸氧，特别是重
症和危重症患者，
快速地运转医用氧钢瓶就是在跟病魔抢时
间。但是一个医用氧钢瓶充满氧气，大约有 60 多公斤重，搬
运钢瓶会耗费医护人员大量的体力和时间。
”尽己所长，
金宏
气体立即着手对推车进行优化改造，医院空间有限，推车就
改进成可折叠型；钢瓶比较重，就选择了更为坚固的生产材
料，
降低医护人员搬运强度，
提升使用的安全性。
疫情期间，金宏气体还向苏州市各大医院和当地政府捐
赠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向江苏省慈善总会捐款，
企业爱
心捐赠累计已达 100 多万元。
青商践行责任，委员履职建言。1 月 28 日，金宏气体作
为当地青年商会的会长单位，
会长金向华在微信群里发起募
捐倡议，苏州青年企业家们积极响应，累计捐赠爱心善款
949566 元，
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青商”
的光荣使命。
2 月 20 日，江苏省政协召开的以“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主题的网络议政
会上，金宏气体董事长金向华作为省政协委员履职发言，呼
吁疫情防控中切实保障物流全面畅通与人员有序隔离有序
返岗，
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康源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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