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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姜大明带领调研组一行，到公
司就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省发改委主任张晓光，榆林市长李春临，神木市
委书记杨成林，神木市长李世书等领导陪同。

在榆林市委常委、副市长、集团公司董事长
马洪潮和公司总经理薛海龙的陪同下，调研组在

公司中央控制室，详细听取了公司项目整体情
况、生产运行状况，以及公司应对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的措施和安排等各项工作的汇报，询问了
公司在复工复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公司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加快推进复工复产方面的工作成效。调研
组要求，要严格按照中、省、市各级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安排部署，在落实落
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复产复产
工作的同时，同步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和经营运
行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

（文/何军 图/乔婷）

3月12日，省应急管理厅一级巡视员陈永昌带领省督导组
一行，到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复产等工
作。榆林市、神木市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陪同督导。

在总经理薛海龙的陪同下，督导组先后到公司中央控制
室、职工餐厅等地，实地查看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生产运行状
况、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详细了解了公司项目整体情况、项
目建设进展、工艺流程以及企业当前复工复产所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等情况。

督导组对公司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成效予以充分
肯定。督导组要求，公司要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作为
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来抓，要严格按照各级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的安排部署，在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要压紧压实企
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加
强环境整治与消毒，规范
员工及生产管理，把员工
职业健康卫生、职业技能
培训等工作同疫情防控结
合起来，切实推动企业健康
稳定发展。

（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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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复工复产调研组到公司调研

3月18日上午，公司召开生产区域6S管理启动会，标志着公司
生产经营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总经理薛海龙以及相关部门、中心管理人员参加会议，副总经
理王志埃主持会议。

会上，宣贯了《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区域6S管理实施方
案》，并对6S管理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

薛海龙在动员讲话中要求，各部门、中心要提高认识，高度重
视，把 6S管理体现在日常生产经营和人员管理中，切实将 6S管理
工作落小落细落实；要强化组织保障，在公司6S管理领导小组的统
一安排下，按照各自任务分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使6S管理工作
见到实效；要强化资源保障，将 6S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考核指标体
系，通过正向激励、评优树先，在员工晋升、岗位调整等方面予以倾
斜，发挥 6S管理的杠杆效应；要加强 6S管理知识的学习、培训，通
过6S管理工作提升团队建设，提高员工职业素养。

据悉，按照公司总体部署，6S管理工作将从具备条件的生产系
统开始试行，第一步从检维修中心、中央控制室等办公区域实施，
并为后续其它区域开展工作提供经验，摸索出有效的做法；第二步
从已投运的生产中心进行推进；第三步推广至全厂。

6S 管理工作的开展，旨在建立和保持一个文明和谐、整洁有
序、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实现“一流的员工、
一流的产品、一流的企业”的目标。

（邵晓荣）

公司正式启动生产区域
6S管理工作

截至 3月 20日 0时，公司项目参建单位返
岗人员达 1954人，返岗率突破 100%。 此前，
从 3月 6日起，公司职工返岗率已达到 100%。
至此，公司及项目参建单位人员返岗率双双突
破100%，返岗总人数达2926人，标志着公司返
岗复工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在全国能源化工
行业及周边企业中，率先实现了全面返岗复工
的目标，得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等媒
体的高度关注。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
级政府和股东单位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公司上下不畏惧、不退缩、不等靠，锁定全年任
务目标不动摇，全力以赴推进返岗复工，确保
2020年6月底前所有装置建成投产，努力完成
企业年度任务目标。

陕西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后，公司立即响应，于 2020年 1月 29日召开首
次疫情防控专题会，专题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综合协调、员工回流统计、防控隔离、生产经
营保障等 10个小组，制定了《疫情防控方案》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积极开展物资保障、预
防管控、信息报送、应急处置、舆情监控、返岗
复工等工作。

公司多次研究部署，科学研判，动态调整，
精准施策，优化防控策略，全面落实组织、技术
及经济等措施，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不断打通“堵点”、补上“断点”，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面返岗复工工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是按照先后勤保障、后

生产一线的人员批次；先低风险、后中高风险
的区域等级；优先保障关键装置的原则，安排
三个批次 1835人返岗复工计划。二是进行经
济补偿，提高农民工复工积极性。预计投入交
通补助、隔离补贴、体检就餐、防疫物资等费用
700 多万元。三是开展全过程、点对点、一站
式服务，确保返厂复工过程安全可控。同时，
加强人文关怀，对隔离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
保队伍稳定。四是精准施策，科学细致确定务
工人员返岗留观时间。采用差异化防控措施，
实施分区、分类、分时管控。

目前，公司各项工作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疫情防控、返岗复工工作整体形势向好，所有
返岗人员均未发现身体异常。

（文/张强 图/何军 乔婷 马晓锋）

公司返岗复工工作取得全面胜利

公司及项目参建单位人员返岗率双双突破100%

受疫情影响，动力中心锅炉服务厂商、施工单
位、监理等单位未能按时返厂复工，为了不影响3#炉
整体调试计划安排，在公司领导和中心的周密部署
和精心安排下，动力中心圆满完成了#3炉阶段性吹
管调试工作。

2月 18日，根据公司总体安排，中心组织管理人
员召开#3 炉吹管及安全阀校验等调试工作专项会
议。会上，按照专业分工制定了吹管调试方案，明
确了调试工作主体责任，讨论了调试工作安全注意
事项、安全措施及节点计划，详细安排了人员分工

及任务。
2 月 20 日 13 时 18 分，#3 炉点

火成功，随着汽温汽压的上升，吹
管工作正式开始，利用短短 24 小
时，共计吹管61次、打靶2次，根据
打靶情况达到了第二阶段吹管要
求；21 日 13 时 19 分，#3 炉停止运
行，吹管进入高温转冷却阶段；3月
5 日 2 时 37 分，#3 炉再次点火启
动，进行第三阶段吹管，共计吹管
39次，打靶2次全部合格，连续2次
打靶合格也标志着吹管工作取得
圆满成功；3月 6日上午，在锅检所
的见证下，#3炉4台安全阀全部校

验完毕，其中3台合格，1台由于安全阀漏汽检定不合
格，需解体检查，随着安全阀校验完毕，#3炉停止运
行，标志着吹管调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动力
站整体移交赢得了宝贵时间。

疫情期间，动力中心全体人员共克时艰，在困难
面前没有低头，在险阻面前没有掉头，攻坚克难完成
了吹管调试工作，用实际行动筑牢了所有动力人的
初心，“疫”期我们将继续前行，为化工装置顺利开车
夯实动力基础。

（文/党小锋 王增双 图/党小锋 高健）



今年 36岁的“老肖”，身材微胖，总是面带笑容，我
听到他最多的话就是，无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
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老肖真名肖俊宏，是公司
储运罐区的一名技术员。

今年正月初九，公司要求煤焦油罐区正式投用，但
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设备、仪表、管材均不能正常到
货，人员到岗也只有两人。责任就是使命，坚守就是担
当，他不等不靠，主动和同事设计图纸，由于材料稀缺，
那几天他俩整天在废料堆里翻腾，经过三次改造，最
终，泵入口满足工艺要求，“过滤器”正式投入投用。可
如何在卸车过程中保障安全才是最大的难题，老肖积
极落实公司疫情防控措施，从源头把控，勤消毒勤测
温，确保卸车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疫情防控导致煤焦油
运输车辆到厂时间不确定，老肖和同事两人在泵房 24
小时待命卸车，从正月十九到正月二十二，连续四天他
俩都卸车到凌晨3点。在卸车空闲时间，老肖还关心着
未到岗员工在家的防护及体温情况。

整整35天，他一直奋战在罐区一线，交谈中得知，他
的妻子也在化工企业上班，繁忙的工作，导致10岁的儿
子经常一个人在家。从他的双眸中，不难体会到他对妻

子、儿子的那种愧疚。他觉得，只有打胜疫情防控战，才
能保证精益化工早日复工复产，他的坚守才有意义。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方显珍贵。疫情当
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老肖没有请战书，也没
有全副武装，但他有放弃休假、挺身出战的使命担当，
他有义无反顾、冲锋在前的一腔热血。他就是这次战

“疫”中最美的“逆行者”。
（张鹏）

在战在战““疫疫””一线书写一线书写““坚守与担当坚守与担当””答卷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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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年，本是忙碌一年过后阖家欢乐、走亲访友的团圆日子，然而，天
公不作美，新型冠状病毒不请自来，团结的中国人便用封城、封村、封路这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方式，迎接这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却又家喻户
晓、谈之色变的不速之客！短短数日，口罩成为了奢侈的年货，视频、电话代
替了传统的拜年方式，所到之处皆为“万人空巷”，疫情的相关报道成为了人
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每日更新的数据让人揪心，人们像期待春暖花开一样，
期待着新闻里的好消息。

疫情的爆发，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是整个社会的急刹车。然而，隔离
病毒并没有隔离爱，国难当前，中国人更加的团结友爱，因为爱是冲破一切
阴霾最好的桥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那一张张“无论生死，不计报
酬”的请战书；那一声声“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铿锵誓言；那一位位义
无反顾奔赴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那一个个“逆行者”被汗水浸湿的背影；那

一车车风雨无阻运往武汉的食材、医用物资……不就是每一个坚守岗位的
战士们对这人间大爱最好的解读吗？好一句“人人有责必须上”，对啊，哪有
什么白衣天使，只是一群孩子换了件衣服冲上战场而已；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疫情期间，在我们的身边，一些普通人依旧在默默地坚守岗位，为我们
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检维修办公楼里，有一个大家熟悉却又陌生的身
影---打扫卫生的阿姨。阿姨相貌平平，五十多岁，短发，身体瘦小却干活
利落，笑起来虽满脸岁月的痕迹，却给人母亲般的亲切感。偶尔有空会跟阿
姨闲谈几句。阿姨告诉我，家在锦界，正月初七至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一
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受疫情影响，部分人请假在家，岗位人员不
足，因此她不仅仅要打扫原属于自己的片区，还要帮忙打扫其他区域，即使
任务加重，即使多日工作没有休息，在我看来，阿姨的工作依旧干的一丝不
苟，卫生间、楼道、窗台、暖气边、灭火器箱擦得干干净净。每次见到阿姨她
总在忙，这儿擦擦，那儿拖拖，让阿姨休息一会儿，她总说：“做惯了，闲不
住！”阿姨的工作虽不起眼，但不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平时，因为有了她们的
坚守，我们才会有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

在复工的二十多天里，精益化工每一个门厅站岗的保安小哥，食堂里测
体温的大叔，打饭的阿姨们，倒班在岗的每一位员工，无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年前至今一直在岗未曾回家，他们也有家，也有妻儿老
小，他们是谁的儿女，是谁的妻子、丈夫，又是谁的父亲、母亲，他们舍弃了与
家人团聚的小幸福，成就着精益化工所有人的大幸福。

网上有句话：我们不说封城，我们说众志成城。希望如约而至的不仅仅
是春天，还有每一个疫情过后平安健康的你我，世间所有的美好必将与我们
环环相扣！

（王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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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化验室的那些人那些事
庚子岁首，新型冠状病毒肆意横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

和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工作人员一样，精益化工中央化验室的同仁
们，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断了回家的路，她们没有悲观，没有失
落，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书写了精益人的高尚情怀。

（一）

胡巧利，中共党员，中央化验室一名普通的化验员，她有着近五年的
检验岗位工作经历。性格直爽、热情善良是大家对她的评价。从 1月
23日到现在，40多天了，她一直坚守在化验操作一线岗位上，从未提
及半点困难，她的丈夫也在化工企业就职，两人都无暇照顾年迈的
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说不挂念亲人那是假的，毕竟，她也是父母的
儿女，丈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

2月23日下午，本班员工小高由于身体纤弱且有孕在身，在接
班过程中出现晕厥。她没有慌乱，眼疾手快地将高某扶住，在大
家的协助下，她让小高安全躺在旁边的排椅上，并递上了一杯暖
心的糖水。随后，在去医院检查时，她像家人一样全程陪伴，直至
完成抽血化验、血糖血压测量、B超扫描……夜色已深，锦界开发
区医院幽暗的灯光下，她扶着小高，缓缓走到车前。

回到宿舍，安抚好小高，已是晚上八点多，这时，胡巧利才狼吐虎
咽吃了点东西，又匆忙走向了中央化验室。

（二）

叶海庭，一名 90后帅气小伙，2019年 6月份进入公司。在没见到他之
前，就听人力资源部同事说，“这次公司给你们招了一位男同志，虽然不是分
析专业，但在入厂培训期间表现得很勤快、很机灵。”

经过八个月的培训，叶海庭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化验员。现在的他，
风里来，雨里去，取样车开得比开自己的车还娴熟。干活很积极，常规的水
质、煤质分析，他都能出色完成。

2月8日，公司通知休假员工暂缓返工。晚上，他给领导发信息：“主任，
我什么时候能去上班？”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却让领导着实感动：90后已经
长大，现在的他们勇于担当，能够直面挑战。

2月 21日，是公司组织第二批员工返厂的日子。这天，狂风肆虐，寒气
逼人，叶海庭来得很早，在完成体检及一系列入厂手续后，他并没有进入厂
区，而是选择留下和现场工作人员共同迎接其他返工人员。当时，他的脸颊
冻红了，头发也吹乱了，和人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就这样，这个小伙子在
寒风里站了6个小时，这天，他的午饭、晚饭是并在一起吃的，一口气吃了两
桶方便面。

（三）

贺建斌，2019年3月进入公司中央化验室，是唯一的男性班长。工作中，

他主动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部门组织打扫化验楼卫生，他选择打扫卫生
间；班组员工违纪了，他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说没有管理好班组，自己应该
多承担些考核责任；岗位缺少了试剂、器皿，他不等组织安排，就从园区兄弟
单位那里把岗位所缺的物资都借来。

2月下旬，施工单位陆续返工，公司组织员工到旧中学搬运隔离人员所
用的桌椅板凳，贺建斌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带领化验室另外三名男同志
加入到了搬运队伍中。傍晚，在电梯口，大家看见他，面带笑容，一脸疲惫，
衣衫也被汗水浸湿了。

疫情面前显担当，生产一线写忠诚，这就是我们中央化验室的员工，这
就是我们精益化工的员工。今天，要向你们致敬，我的战友们，是你们让大
家看到了精益化工光明的未来。有人说这一场战役，我们一定赢，因为有你
们，我信！

（刘渊）

疫情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抗击疫情
的行动者。人人皆有爱，让疫情无处遁形。

——题记
庚子新春，本是祥和而又美好的一年，然事不尽

人意，一张张“请战书”、一封封宽慰信，一颗颗救死
扶伤滚烫的心，拉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的，我们会为本该安度晚年，安享天伦的八十
四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冷静、无畏赶赴武汉而热血
沸腾；我们会为小伙子低头的那一蹲而自豪；我们会
为湖北武汉护士单霞只因“保护自己的同时，尽力去
救更多的人”毅然“光头明志”而感动；我们会为疫情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去而潸然泪下。

这是一场全中国人的战役，我们的身边亦每天

上演着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
屈建宇，储运中心硫回收装置员工，在新春佳

节，疫情蔓延的最快，人人自危，公司采取隔离措施
以保障员工的安全。屈建宇明知可能会很长一段时

间不能回家，不能与家人共度新春，但他还是义无
反顾地返回岗位。我们知道，他也想待在

亲人的身边，他也想在寒冷的早晨能够
待在温暖的被窝。在长达近一个月

的时间里，他一个人不分昼夜坚守
在岗位上，一个人盘车，一个人巡
检，一个人吹扫，一个人进行阀门
复位，其中的辛苦超出了我们的
想象。

如果你和他语音通话，能听得
到他身边呼呼的风声，有时他话刚

出口就被风吹散了，甚至能感受到
他声音中的颤抖。

当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从
他的眼中看到的是疲惫，如果你再细心些，能

看到他眼中的红血丝，能听出他声音的沙哑，纵然如
此，他依然认真交接，待大家熟悉之后才休息。真
的，我们都知道，辛苦了，伙伴！

当然，我们精益人总是在细微之处感动你我他，
你看每天为我们消毒的员工，她从没有忘记过自己
的工作，如果你驻足看一下，你会发现她没有放过每
个角落，你会看到她认真做好消毒记录，从未懈怠。

还有在储运中心会议室门口，每天排队量体温
都成了一道风景，办事员每天按时为大家量体温，并
做好每个人的记录。

疫情虽然可怕，但我们不会退缩，因为我们是担
当奉献的精益人，我们坚信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我们终将战胜病毒，迎来胜利的曙光。

（高秋艳）

有有

担担

当当

的的

精精

益益

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