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4 月 28 日召开的榆能集团 2020 年度新
闻宣传工作会上，公司被授予榆能集团2019年
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成为获
此殊荣的两家企业之一，这也是公司首次获此
荣誉。

过去的一年，在榆能集团宣传主管部门的
指导支持下，在公司的正确领导和全力支持下，
公司新闻宣传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
握宣传工作主线，在党的建设、项目攻坚、培育
企业文化、展现员工风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特别是针对项目建设、装置试车的
成绩和亮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宣传报
道，营造了“干事创业、积极向上、追赶超越”的
工作氛围，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外部形象。

2019年，公司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开展新闻
宣传工作，新闻宣传各项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
重大突破，企业新闻宣传工作整体向好。公司
微信公众号运营成效明显，在内容上、形式上、
数量上、质量上均有较大突破，发布推送各类稿
件总计219条，总阅读量为26万次，平均每条阅

读量约 1200 人次；年初创办企业报《精益之
光》，共编辑发行11期；先后在榆能集团和恒源
集团网站、微信平台、企业报刊发各类稿件 105
篇；在《中国化工报》《中化新网》《中国煤炭新网
网》《榆林日报》等媒体发表稿件5篇。同时，重
点推出“精益之星”、“走进项目一线”精品栏目，
进行系列宣传报道，成功举办了首届“精益杯”
职工手机摄影大赛和首期通讯员培训班。

（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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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智慧之光 点亮精益未来

投稿邮箱：dqgzb00001@163.com

5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
司第一次党员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一届党委和党委书记、副书记，圆满完成了会
议各项议程，标志着公司党的建设工作揭开了全
新的一页。

受榆能集团党委委托，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
部长张路到会指导并作讲话，公司董事长常懿，监
事会主席王平，副总经理李斌、孟彪、王志埃，财务
总监刘润会及公司全体党员参加会议，总经理薛
海龙主持会议。

上午 9时 30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隆重
开幕。会议宣读了榆能集团党委关于成立公司党
委和召开本次党员大会的批复文件，表决通过了
公司党员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表决通过了公司
第一届党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监
票人、计票人名单，并以无记名差额选举形式，选
举常懿、薛海龙、王平、李斌、孟彪、王志埃、刘润会
7名同志为公司第一届党委委员。

在随后召开的公司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常懿同志全票当选为公司党委书记，薛海
龙同志全票当选为公司党委副书记。

选举结束后，常懿代表第一届党委班子作了
表态发言，提出了下一步党建工作指导思想、党委
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常懿指出，当前公司项目

正处在工程收尾、装置试车、投料开车决战决胜的
关键时期，公司也正由项目建设期转入生产运营
期，党委的成立，既是推动公司党建工作的重要举
措，也是公司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实现新
发展的有力保障，在公司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
碑意义。

常懿要求，新一届党委班子一是要讲团结，自
觉维护大局，团结协作，发扬民主，科学决策，不断
提高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要强学
习，深入学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全面提高理论
水平和工作能力，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作用。三是要抓落实，身体力行，狠抓落
实，始终把党的建设、企业发展等工作作为重中之

重，确保公司党委的决策全面贯彻落实。四是要
严自律，提高政治站位，抓好作风建设，不断加强
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牢固树立底线意识、红线思
维，努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最后，张路代表榆能集团党委作了重要讲
话。张路指出，公司第一次党员大会的胜利召开，
既是公司的一件大事，也是集团公司党委的一件
盛事，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
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影响。

张路要求，一是立足新起点，建立健全现代企
业党建工作体系。要坚持党建领航，狠抓思想政
治建设，加强组织建设，明确党建目标，夯实党建
责任，落实党建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
展。二是展现新作为，探索创新现代企业党建工
作路径。要坚持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
相统一，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找准切
入点、结合点，使党的建设真正融入企业中心工
作，探索总结一条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之路。三
是树立新形象，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领导干部要带头知敬畏、守规矩，强素质，展
形象，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上，做到对党忠
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真
正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成为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队伍的塑造者。全体党员要不忘立企初
心，勇担兴企使命，塑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涵
养企业精神，彰显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品牌影响
力和核心竞争力。

在圆满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大会胜利闭幕。
（何军 乔婷）

公司第一次党员大会胜利召开公司第一次党员大会胜利召开

公司获得“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5月 25日上午，榆能集团对公司
厂容厂貌整治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

榆能集团厂容厂貌第三评比组
由工会副主席张小荔带队，认真查看
了公司厂容厂貌整治活动组织机构、
相关管理制度及配套资料记录，并深
入生产区中央控制室、施工作业现
场，公司厂前区综合办公楼职工活动
中心、职工餐厅，停车场、公司行政办
公区、职工宿舍等进行了详细检查。

为了确保公司厂容厂貌各项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公司高度重视，成

立了厂容厂貌整治提升活动领导小
组，制定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厂容厂
貌整治提升活动。公司先后组织召
开了两次厂容厂貌整治推进会，针对
整治内容进行了多次现场督查，下发
专项检查通报，组织各责任部门、中
心限期整改落实，使公司厂容厂貌发
生了明显改观，为广大职工营造了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充分展示了企
业形象。

（马晓锋）

榆能集团检查公司厂容厂貌

炎炎炎夏日，浓浓牵挂。5月以来，公司项目建设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
时期，项目一线到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为了鼓励和鞭策奋战在公
司各条战线上的员工，5月 28日，恒源集团向公司送来了防暑降温慰问品，表
达了浓浓的关怀与问候之情。

此次恒源集团共为公司职工发放20箱2100桶绿茶，慰问品很快发放到公
司每位职工手中，得到了大家的高度好评和普遍赞誉。

天气虽然炎热，工作虽然辛苦，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恒源集团的关心转化
为工作的动力，进一步坚定信心，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
推动项目收尾、装置试车等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回馈各股东单位的厚爱。

（刘玄战 何军）

5月24日上午，公司试车指挥部召
开专题会议，重点部署化工装置试车工
作，锁定任务目标，下达了总动员令，全
面打响了化工装置投料试车攻坚战。

公司领导常懿、薛海龙、李斌、孟
彪、刘润会，各部门、中心、项目组负责
人及管理技术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
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埃主持。

会上，公司试车办公室、制氢中
心、油品中心、储运中心、动力中心、行
政后勤组、安健环组、设备保运组、仪
表专项组、电气专项组、人力资源部分
别作了工作汇报。重点汇报了整体试

车计划、试车进度、生产准备、公用工
程等情况，各装置单体试车、气密试
验、催化剂装填、水联运等完成情况及
下一步试车计划；技术服务、配套物资
准备、许可手续办理、各类票证办理等
保障条件。同时，针对试车过程发现
的问题，以及制约装置投料试车的因
素，提出了协调解决的建议和要求。

与会公司领导分别从安全环保、
试车组织、信息共享、服务保障、会议
落实等方面作了全面安排，提出了具
体要求。

会议强调，公司上下务必要高度

重视，全面强化工作措施，全力以赴、
不折不扣推进试车工作，确保化工装
置投料试车安全高效、一次成功，努力
创造化工行业装置试车的新纪录，交
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会议要求，一是要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全面组织动员，锁定目标不动
摇，坚决打赢化工装置投料试车攻坚
战。二是要围绕整体试车方案，科学
部署抓主线，明确责任清单抓落实，结
合实际“倒开车”，统筹兼顾分段分步
实施。三是坚持安全环保优先原则，
升级安全管理，全力保障安全条件确
认和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和消除
安全环保风险。四是调整优化生产运
行模式，每晚召开碰头会，及时研究部
署工作，开展“四班三倒”，满足试车需
要。五是要坚持一盘棋思想，加强沟
通协调，做好技术交底、信息共享、协
调配合等工作。六是强化作风建设，

各级管理人员要勇于担当、敬业奉献，
主动深入现场办公，跟班协调解决问
题，做到事不过夜。七是强化服务保
障，一切以服务装置试车为重，精心做
好资金、物资、人员、后勤等服务保障
工作。

大家表示，尽管试车任务非常艰
巨繁重，但是通过优化管理、科学组
织、统筹协调、全面落实、保障服务，公
司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决战决胜，圆满
完成此次试车任务。

此次会议主题突出、目标清晰、责
任明确、措施得力，既是公司化工装置
投料试车的组织动员大会，又是统筹
项目建设、装置试车的协调推进大会，
对公司项目建设、装置试车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必将在精
益化工辉煌发展史上写下重墨浓彩的
一笔。

（张强 乔婷 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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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公司召开专题会议，针对煤焦油加氢装置开车条
件确认及填平补齐项目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对公司
煤焦油加氢装置的顺利开车乃至公司项目全流程打通、产出合
格产品，以及企业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方向晨、中石化洛阳工程
有限公司加氢专业副总工赵颖等专家组成员，以及榆能集团规
划发展部部长毕亚军、首席专家张昊宏应邀出席会议，公司董事
长常懿，总经理薛海龙，副总经理孟彪、王志埃，副总工程师张洪
伟及相关技术人员参会，副总经理李斌主持会议。

会上，公司相关人员汇报了企业基本情况，目前项目建设、
装置试车、生产运营及后续填平补齐项目等情况，并重点对煤焦
油加氢装置的试车进度安排、技术支持及需解决的问题等，进行
了详细汇报。

随后，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各位专家就煤焦油加氢
装置的工艺原理、设备构造、原料要求、操作要点、催化剂性能、
开工步骤等内容作了详细讲解，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的专
家也对煤焦油预处理和煤焦油加氢装置的设计流程作了解释说
明。此外，方向晨院长及与会专家也就公司后续填平补齐项目进行深入研讨，提
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

此次会议是在公司项目建成及投料试车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
议，对下一步煤焦油加氢装置的投料试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公司打造全国
最大的煤制芳烃生产基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何军 郑鹏博）

公司化工装置投料试车工作全面启动公司化工装置投料试车工作全面启动

情系职工送清凉 恒源发放慰问品

锁定总目标 下达动员令锁定总目标 下达动员令



5月11日，公司制氢生产中心又完成一项重要试车任务，变换装置
五台蒸汽发生器一次性圆满完成煮炉工作，为下一步变换装置顺利开
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经过前期的条件确认和充分准备，5月8日9时左右，变换装置正式
开始煮炉工作。过程中，操作人员严格按照方案中确定煮炉时间表进
行煮炉，每3小时进行一次炉水碱度化验分析，连续煮炉5小时，进行5
分钟左右的定期排污，如此往复。截至5月11日，五台蒸汽发生器陆续
完成煮炉，炉水经过多次取样分析，碱度均达到运行标准，标志着煮炉
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将对变换装置各蒸汽发生器排水进行检查，检
查合格后，将对各蒸汽发生器充水至满液位并保持为正压，对蒸汽发生
器进行湿法保护。

此次煮炉任务的一次性完成，既加快了制氢生产中心顺利投产的
步伐，也极大地鼓舞了制氢人决胜2020年任务的决心，为公司今年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奠定了基础。

（高鹏）

蒸汽发生器煮炉任务圆满完成

为进一步增强生产岗位和消防队伍应急救援、协同处置突发事件
能力，5月20日，公司制氢中心以及调度室、检维修中心、安健环部、中
心化验室联合组织空分装置液氧贮槽泄漏应急演练活动。

5月20日上午10时应急演练正式开始，模拟场景为空分装置液氧
贮槽在充槽车过程中，巡检人员发现充车泵入口法兰漏液严重，并导致
该员工腿脚冻伤，同时由于其他现场作业引发火灾，现场事态进一步扩
大，威胁公司正常生产及周边人员安全，情况危急。

当班班长、车间主任、现场调度、中心管理人员逐级向上汇报，随着
现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正式启动应急预案。指令下达后，现场指挥组
对现场进行封锁和警戒，消气防队迅速出动，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迅
速进行伤员处置及转移，并立即对着火点实施降温覆盖，火情成功处置
后，工艺处理组人员进入现场对泄漏点进行封堵，随着泄漏点的成功封
堵，演练正式结束。

整个演练过程中，各组人员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有条不紊，处置工
作沉着冷静、反应迅速、措施得当，圆满完成了此次演练项目，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和效果。

（白朗）

组织液氧贮槽泄漏应急演练

5月26日15：27，经过一系列的条件
确认，磨煤机正式启动，开始水煤浆试制
试验，中控和现场操作人员紧密配合，根
据系统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水煤比和添
加剂用量，经过不断调节改进，当天20：
40，经化验分析，系统顺利制出合格的水
煤浆。

在试制浆准备阶段，公司领导高度
重视，多次组织对磨煤制浆系统的试车
方案进行讨论，制氢中心积极协调、统一

部署，装置负责人现场指挥、确认，气化
装置全体员工秉承“高标准、严要求”的
理念，在前期施工、单体试车、联动试车、
油循环期间，严格执行各项验收和试车
要求，为本次磨煤制浆系统试制浆的成
功奠定了基础。

此次磨煤制浆系统成功产出合格水
煤浆，加快了制氢装置试车进度，在化工装
置试车过程中，完成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叶霞霞）

气化装置顺利产出合格水煤浆

5月26日，经过四天的共同努力，制
氢中心变换装置变换炉催化剂装填任务
圆满完成。

5 月 21 日，制氢中心净化车间召开
专题会议，对催化剂装填方案进行讨论，
并对装填过程进行具体安排。5月22日
上午，在对装填工具、劳动防护用品、应
急处置器材等进行全面检查，及办理相
关作业票后，装填工作正式拉开帷幕，瓷

球、不锈钢丝网、催化剂、保护剂等，安全
有序装入到变换炉里。5 月 26 日，随着
最后一层 25mm 瓷球装入第一变换炉，
变换炉催化剂装填工作圆满结束。

此次催化剂装填工作的圆满完成，
将为下一步变换装置联动试车、投料开
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文/高鹏 图/高鹏 陈壮壮）

变换炉催化剂装填顺利完成

5月26日16：10，公司制氢中心压缩
机试车工作再传捷报，合成装置循环气
压缩机一次试车成功，至此合成装置所
有压缩机试车工作均取得成功，为下一
步合成装置投料试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循环气压缩机是合成装置的心脏，
由于该机组组件多、结构复杂，报警联锁
多达32余项，试车难度较大。合成装置
压缩机试车工作从3月中旬起就紧锣密
鼓地进行，机组“三查四定”、吹扫气密合
格完毕后，先后进行了机组仪表、自调阀
和DCS系统调试，干气密封系统投运、油
循环验收，直至电机单试合格，使机组整
体试车具备了条件。

5月26日上午，经试车指挥部同意，
机组试车正式开始，试车前装置人员再

次对各项试车条件一一进行了确认，经
过一系列认真准备，9：50压缩机试车正
式开始。启动主电机后，保持最低运行
频率20Hz运行20分，机组无异常情况发
生，轴系温度、震动、位移读数均正常；
10：44压缩机顺利过临界，经连续6小时
运行，循环气压缩机机组各项运行参数
均平稳正常；16：10试车指挥组宣布，合
成装置循环气压缩机试车取得一次性成
功。

针对此次试车工作，公司领导高度
重视，制氢中心成立了试车团队，结合工
程建设实际，合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准
备，从油运到试车，最终顺利实现了安
全、高效、准点试车。

（文/康巧英 图/高鹏 康巧英）

循环气压缩机一次试车成功

精馏装置水联运顺利完成

5 月 20 日，公司制氢中心现场再传
捷报，精馏装置水联运顺利完成，标志着
精馏装置试车工作已近尾声，为下一步
精馏装置正式开车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馏装置水联运从5月15日开始，经
过水洗、热碱洗、再清洗三个步骤，采用脱
盐水作为试车介质，用氮气作为充压气体，
用蒸汽作为热源，经过5天的稳定运行，最
终在取样点取样分析水质PH值为7，标志
着水联运一次性合格。水联运结束后，精
馏装置将进行系统干燥，并用氮气保持正
压，等待下一步联动试车及正式开车。

针对此次精馏装置水联运，制氢中

心高度重视，对前期方案制定及试车过
程监督检查，都作了全面系统的安排。
装置现场人们紧张忙碌，监护作业、开关
阀门、消除漏点……大家不怕脏、不怕
累，充满着活力与干劲，用实际行动确保
此次水联运顺利完成。

平凡五月，对于精益化工来说注定
是不平凡的，实践证明，精益化工是一支
敢打硬仗、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队伍，
公司全体人员将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决
战五月份，确保装置按时中交、按时试
车、按时开车。

（文/康巧英 图/高鹏）

热回收装置整体试车一次性成功

4月20日，公司制氢中心净化车间热回收装置整体试车取得一次
性成功，标志着公司热回收装置正式具备生产运行条件，也标志着公
司制氢中心试车工作取得了新突破。

公司热回收装置试车工作早在2019年12月13日就已启动，除氧
器、低压锅炉水给水泵等装置陆续试车成功，但由于冬季天气原因，整
体试车工作暂停推后。年后随着天气转暖，热回收装置后续试车工作
又逐步展开。

针对热回收装置后续试车任务，制氢中心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
项培训会及讨论会，对试车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同时，开展相关
操作培训、安全应急培训，完成了相关阀门、盲板确认及联锁检测调试
工作。

4月17日，二甲基铜肟加药装置和氨加药装置顺利完成试车任务；
4月18日，两台中压锅炉给水泵顺利完成试车工作；4月20日，两台高
压锅炉给水泵顺利完成试车，同时热回收装置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整
体试车取得了一次性成功。

净化热回收装置整体试车的成功，为制氢中心下一步装置试车工
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公司加快项
目建设、装置试车的决心和信心。

（高鹏）

精益 之光2版 2020年6月3日 责任编辑：乔 婷 3版2020年6月3日精益 之光责任编辑：乔 婷

锁
定
目
标
不
动
摇

坚
决
打
赢
投
料
试
车
攻
坚
战

截止 4 月 22 日晚 20:00，公司油品中心历
时24天，圆满完成了19台往复式压缩机空负
荷试车工作，标志着油品中心大型机组试车工
作又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下一步油品装置顺利
开车创造了良好条件。

继3月30日首台压缩机空负荷试车一次
成功后，油品中心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按照总
体试车安排，一天接着一天干，一项接着一项
干，不松劲、不懈怠，经过一次次的仪表、电气
联锁校验，一遍遍的现场流程查验，一台台压
缩机的稳定试车，“短平快”完成了19台压缩机

试车工作。
针对大机组试车工作，公司专门成立试车

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试车方案，公司领导
密切关注，多次到现场指导工作。油品中心在
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团结一致，精心组
织，高标准、高效率完成了试车工作。

此次大型机组试车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是
公司装置试车工作的一大亮点，将进一步坚定
公司上下加快项目扫尾、装置试车的决心和信
心。

（高宏晓）

5月21日下午，公司油品中心试车
工作又完成一项重要节点，预处理装
置联动试车工作取得一次性成功，为
下一步装置投料试车做好了准备。

预处理装置在中交前就进行了机
泵单试和装置气密工作，装置中交后，
面对“三查四定”问题项，中心员工不
等不靠，主动联系，催促相关人员进行
消项，为装置试车打好了基础。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调试，5 月 19
号，预处理装置“以水代油”，正式开始
全流程联动试车。试车过程中，操作
人员重点检查设备、管线的泄漏情况，
清除设备、工艺管线内的铁锈、焊渣等
杂物，同时，检查机泵、设备、管线、仪
表的安装质量和运转性能。经过3天
的时间，预处理装置一次性完成联动
试车。

此次预处理装置的联动试车，既
完成了一项重大试车任务，又是对岗
位操作人员的一次检阅和练兵。同
时，也为油品中心各装置联动试车工
作起好了步、带好了头，为下一步装置
开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高宏晓 图/刘晓云）

5 月 28 日，油品中心现场传来喜讯，固定
床装置汽轮机空负荷试车一次成功，各项参数
均达到设计要求。

汽轮机试运行前，固定床装置所有人员经
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对汽轮机的性
能、操作等内容进行深入学习。空负荷试机
前，先后进行了机组仪表、电气以及DCS系统

调试，通过汽轮机主汽阀前暖管、速关阀前暖
管、汽封抽汽系统投运、低速暖机、手动升速、
超速自保试验等步骤，顺利完成了汽轮机空负
荷试车。

此次试车工作的圆满完成，为油品中心煤
焦油加氢装置下一步的顺利投运奠定了基础。

（高宏晓）

完成往复式压缩机试车工作

固定床装置汽轮机试车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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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行公司6S管理，学习和借鉴优秀单位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做法，5月13

日，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埃带领生产系统各部门、中心负责人，到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开展对标学习。

对标过程中，大家先后到中煤榆能化工公司的时光长廊、中控室、调度室、外操室、交

接班室等地进行了实地参观，随后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在部门管理、生产运营模式及6S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沟通交流。对标人员虚心请教学习好的经验和做法，整个

过程注重看重点、抓细节，力求带着问题去、带着经验回。

通过对标学习，大家深感不虚此行，这将为公司今后改进生产运行模式、提升6S管理

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公司今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戴晓辉 郭亚军）

公司赴中煤榆林能源化工对标学习

为全面推进公司生产区域6S管理工作，5月15日，公司组织召开生产区域
6S管理动员及培训大会，副总经理王志埃参加会议并作动员讲话，生产准备部
经理曹继龙主持会议。

会议特别邀请了浙江方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咨询师肖
鑫梁作了6S管理知识培训。培训中，肖鑫梁通过6S管理知识与技能应用讲解、
分析讨论公司6S现状、分享6S案例和观看安全生产视频等形式，为大家全面普
及了6S管理知识，使大家对6S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最后，王志埃作了动员讲话，他指出，6S管理是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基本需
要，6S管理既可以节约成本、降低风险、保证安全，也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形象、
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员工素养、增强员工自信心和归属感。他要求，各生产中心
要高度重视6S管理工作，把6S管理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来落实；各级管理人
员要加强学习，努力提升自己，发挥带头作用，通过6S管理激发员工的潜能，使
员工实现自我价值。

（文/邵晓荣 图/邵晓荣 马晓锋）

公司组织召开6S管理动员及培训大会

公司紧锣密鼓推动试车工作 （油 品 篇）

（制 氢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