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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
《计量服务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若干措施》

本 报 讯 （杨 宏
智）截至 5月底，宝鸡
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
司所属辽阳钢管公司
当月物流吞吐量 2 万
余 吨 、计 划 执 行 率
100%，当月钢管产量
1.47万吨，完成月指标
的 183%，创造今年以
来月产量新高。此
外，5 月 27 日实现火
车发运钢管 31 车皮，
创造单日火车发运
历史新高。这是宝
鸡钢管公司打通物
流环节、增强保供能
力，发力“稳增长”的
集中体现。

年初以来，宝鸡
钢管多家生产企业由
于疫情影响物流受
阻。面对油气田勘探
开发、国家重大管线
建设以及国际项目对
钢管的急需，公司及
时梳理各单位在物流
方面存在的问题，迅
速部署打通物流保障
供应措施，有力疏通
各环节的堵点、卡点
和断点，确保生产经
营顺畅运行。截至 6
月 2日，宝鸡钢管今年
累计生产各类钢管 49万余吨，发
运 41万余吨，有力保障了各大市
场需求。

进入 5 月份，各大油气田勘
探开发对油套管需求激增，宝鸡
钢管西安专用管公司面对疫情等
因素考验，牢记主责主业，想方设
法满足油田产建需求。为保证保
供最后一公里，该公司制定打通
物流运输的方案，与承运商达成
务实举措，加大“工厂到现场”直
达配送力度。生产分厂合理调整

人员配置，精选业务骨
干，重点负责直达配送
业务，确保发运优质高
效。5月份，该公司生产
各类油套管产品 2.7 万
余吨，为长庆、玉门等油
田 直 达 配 送 1.8 万 余
吨。同时，广大一线员
工热情高涨，把提质增
效理念融入物流发运细
节。物流运输班班长吕
朝阳工作中大胆创新，
不仅降低每垛吊带用量
50%，还实现每垛多放入
钢管约150根，库容提高
30%以上。

在连续管保供方
面，宝鸡钢管今年为各
大油气田和钻探公司连
续管发运量同比增长
69%，创历史最好水平。

5月初，随着区域内
疫情的逐渐稳定，各项
目业主纷纷向宝鸡钢管
辽阳公司提出发运计
划。该公司大力开展

“提质创效保国网，建功
献礼二十大”主题劳动
竞赛，积极保供国家管
网钢管需求。

今年以来，承担重
大管线保供任务的宝鸡
钢管宝世顺公司、输送

管公司和辽阳公司合力攻坚，为
中俄东线、西气东输三线等国家
重大管线累计生产直缝、螺旋焊
管5.8万吨，发运3.4万吨。

此外，宝鸡钢管于 5月 16日
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引汉济渭工程实现首车钢管发
运。同时，宝鸡钢管宝世顺公司
圆满完成尼日利亚 AKK项目第
九船发运，截至目前，该项目已
累计集港 13万余吨，完成总进度
的近90%。

本报讯（胡艳 曹锋）今年以来，延长石油炼化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稳增长多贡献”要求，多维度探
索效益最大化，一手抓优化工艺操作、优化油品调
和、优化添加比等，在精益管理上求突破；一手抓设
备运行、维修维护、全过程管控等，在精细保障上降
成本，取得显著成效。

炼化公司所属延安炼油厂以优化油品调和为突
破口，开展多种调和方案试验，在使用榆林炼油厂二
甲苯成功调和出合格汽油基础上，开展延能化拔头
油、抽余油调和试验、自产乙苯调和小样试验，不断
拓宽油品调和路径；密切关注延安石油化工厂组分
油变化，及时调整方案，在保证烷基化油用量每天不
超过400吨的前提下，完成各项油品调合任务。

所属永坪炼油厂为降低汽柴油抗静电剂的消
耗，最大限度控制成本投入。该厂油品调和车间从
维护保养等日常设备管理入手，力争操作实现最小
误差；建立油品调和数据库，实时更新各项数据，通
过全过程管控，减少柴油电导率的富裕程度，油品调
和水平显著提升。

所属榆林炼油厂优化装置负荷配比、精确调整
装置参数、精准实施调和方案，在油品出厂质量的调
和阶段，显著降低调和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清
洁化汽油生产，高标号汽油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

今年，炼化公司降本增效明显，同时主要生产指
标也取得较好成绩，截至5月底，各主要生产指标均
超额完成月度计划。

延长石油炼化公司

多维度探索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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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陕
西宏远航空锻
造有限责任公
司大型锻造厂
各锻工班组，
全天候开足马
力，力争高质量
完成“双过半”
目标任务。图
为生产现场。

□王平 摄

手机一点，隐患就无处遁形；发现安全
隐患，可现场用手持终端直接拍照上传至系
统……随着 5G、AI、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
展，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保安
全、惠民生的初心出发，自主研发出“一体化
集中管控、智能化高效协同、可视化高度融
合”的智慧燃气管理平台，融入 SCADA系
统、管网巡检系统、互联网+智能安防系统
等，实现 20余项业务全网办、全程办，以科
技进步破解安全生产难题，推动服务优化升
级，使燃气供应更安全、燃气服务更精准。

数据赋能 隐患管理画出闭环圈

“手机一点，隐患就无处遁形。上至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下到一线员工，人人都可

以上报隐患，人人都是安全员。”该公司一工
作人员说。

城燃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智慧燃气综
合监管平台中的隐患管理模块，成功实现隐
患管理由传统的台账式管理模式，向隐患
数据库动态管理和全流程闭环管理过渡，
通过该系统可查看隐患的处理进度和处理
措施，清晰掌握整改措施及实施效果。每
条上报隐患都有留存处理痕迹，直到隐患
消除，彻底解决了排查整治效率低、各层级
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据悉，自系统投入使
用以来，城燃公司隐患整改率逐年提高，目
前已保持在90%以上，为筑牢安全供气防线
打下了坚实基础。

精准定位 管网安全防患于未然

1300 余公里的地下燃气管网，超过

2000平方公里的供气区域，作为省境内供气
区域跨幅最大的城市燃气公司，保障燃气管
线安全运行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2018年以来，城燃公司开发管网GIS系
统，全面采集管网信息并与地理空间数据叠
加，管网的具体位置、规格等这些看似难以
把控的信息，现在通过平台一键获取。每
一位巡线人员每天的巡线区域和轨迹、巡
线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可现场用手持终
端直接拍照上传至该系统，形成了涵盖燃
气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风险管控体系。目
前，城燃公司已完成 1041.74公里管线信息
的采集工作，管网数字化率达到了 80%。
基本解决了管网定位难、风险感知难、应急
处置难的问题，安全巡检、管网运维等工作
效率有了大幅提升。

科技兴安 让智慧燃气进家入户

城燃公司自 2021年起在用户中大力推
广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的使用，使得用户足不
出户即可通过网络购买天然气，实现了“无
接触式”购气。同时，物联网燃气表具有低
流量微漏检测报警、电量不足、电磁干扰、用
气异常关阀等多种报警功能，能够通过监控
燃气表的工作状态，自动判断用户家中燃气
使用是否正常。一旦发现异常，将自动关
阀，切断燃气供应，并将异常信息通知燃气
公司，实现燃气事故早发现、早报警、早扑
灭，确保燃气用户用气安全，为保障用户用
气安全系上了一道“安全锁”。同时，城燃公
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全力开发用户自助
缴费平台，为用户提供 7×24小时线上自助

缴费服务，解决了售气服务向社区延伸“最
后一公里”的难题。

此外，为全面降低用户用气风险，城燃
公司广泛动员职工，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地毯
式排查，截至4月29日，已完成18余万户居
民用户安检和 3316户非居民用户的安全检
查工作。

用户至上 让便捷贴心跃动指尖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近年来，城燃公
司不断探索为民服务新举措，以数字化网
络化服务平台为桥梁，建立“网上商城”，推
出“一公里生活圈”等便民服务，为客户提
供物美价廉的燃气灶具及配套产品、生活、
家居用品的专业定制化服务，实现从燃气
供应商向燃气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转型。

同时，城燃公司坚持“更短客户距离 更
优解决方案”的服务理念，成立 96117客服
中心，形成覆盖全省的热线体系，实现了“一
个号码管客服”的目标。此外，不断丰富微
信公众号业务内容，优化客户交流界面，充
分便捷客户操作，开通网上安检及维修预
约、业务办理申请、在线咨询反馈等功能，用
户动动手指、仅几十秒就能够实现燃气业务

“指尖办”智慧服务模式。
“城市燃气的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作

为重要的民生保障企业，我们把目光投向
智慧燃气发展前沿，将新技术引入燃气运
营全场景，以科技助力安全、以创新驱动发
展，牢牢守住民生安全底线。”陕西城市燃
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易凡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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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建宏） 6月5日零时，
在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井下调
度室，董事长、总经理徐景果接过 4时班带
（值）班领导刘琰军的带（值）班日志，详细阅
读、认真填写交接班记录后，带领相关管理
人员乘坐防爆无轨胶轮车，开启了8个小时
的走动式管理进程，这是该矿六举措构建全
新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示范矿井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该矿实施领导现场带（值）班及
管理人员下井跟班制度已成常态。他们始
终秉承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以实现
安全生产标准化“全时段动态达标、过程达
标、内容达标”为目标，倾力打造一级全新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示范矿井。

建章立制，重塑标准化管理骨架。该矿
坚持高站位谋划、严要求跟进、强举措落实，
将安全生产标准化纳入安全管理全过程，先
后出台《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施办

法》等 28项管理制度，细化完善 185项施工
标准，重塑标准化管理“骨架”，确保年度安
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目标顺利实现，为矿井安
全生产奠定更加坚实、稳固基础。

精细谋划，建立标准化任务清单。持续
深化“超前、精细、精准、精益、创新”管理，做
到超前谋划、精心部署、统筹推进，及时补
充、调整、细化、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
节。结合实际，建立月度创建达标任务清
单，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标准、时限、保障
措施。制定 15个专业 85个项目“年度作战
图”，明确18项管理重点，坚持一周一主题、
一月一达标、一季一提升，实现由点到面全
方位动态达标、过程达标、内容达标。

明责定责，建立标准化责任清单。坚持
以示范区和示范专业为引领，精心制定示范
区创建达标实施方案，稳步推进42盘区一号
回风巷等 33个四级标准化示范区创建达
标。界定和厘清矿级、部门、区队、班组四级

责任清单，对“十大线长”“五职部长”“四员两
长”进行严格考核，构建“分级管理、同级协
调、纵向闭合、横向耦合”管理体系，规范化、
常态化、动态化做好定标准、控风险、除隐患、
保安全工作，确保矿井高质量发展。

求真务实，狠抓标准化过程管控。推
行班组排查、区队互检、专业主查、安全督查
和“五维”检查机制。建立完善验收清单，严
格落实“线长”负责制，确保施工标准落地生
根，并定期组织内部对标座谈会、现场推进
会。依托随手拍、微信群等，狠抓标准化问
题整改落实和过程管控，持续推进安全生产
标准化由静态达标向动态达标转变、由结果
达标向过程达标转变、由形式达标向内容达
标转变，努力实现全员、全方位、全时段、全
过程达标。

细化考核，助推标准化水平提升。以创
建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示范矿井
为目标，不断细化考核机制，加大安全生产

标准化结构工资占比。制定无效进尺、无效
产量考核标准，定期进行达标检查、验收、考
核、评比，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职责，形
成全员齐抓共管、人人履职尽责的工作格
局，并遵循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逐
条、逐项剖析问题根源，科学、精准制定整改
措施，全员安全、标准、责任意识显著提升。

树牢理念，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树牢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超前管理、综合治灾，
创新驱动、共享发展”理念。以打造四级标
准化示范区和落实精品工程施工标准为抓
手，将 8大要素 15个专业细化分工、责任到
人，健全组织机构，完善 128项管理制度和
554项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行“一岗一
清单”。创新“每周综合评比+月末考核验
收+互检互查打分”检查形式，强化“1+4”风
险辨识和“3+1”风险管控，依托“诺莎”安健
环管理体系，细化77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推
动了安全管理水平实现“螺旋式”上升。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六措施构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示范矿井

——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新技术引入燃气运营全场景小记

科技赋能 让燃气更安全更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