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文件

中石化联办发（2019）278 号

关于发布和推广第十二届全国
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石化行业协会、各化工专业协会、成果创造单
位、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委
联合下发的《关于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
产业[2016]245号），根据《关于组织申报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
业管理创新成果的通知》（中石化联办发[2019]41号），进一步促进石
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共同组织开展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申报、推荐与审定工作，经过初审、复审、全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管理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审，有105项成果被评定为
“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级管理创新成果”，其中评定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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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3项，评定为二等奖的 53项，评定为三等奖的19项，现予以发布（名
单详见附件）。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石油和化工企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的新形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取得的新经验新成就，体现了当前我国企业管理
的新特点、新趋势、新模式，创新性、实用性强，为其他企业提供了
可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具有很好的推广示范作用。
这次组织开展的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申报工作得
到了行业的高度重视和企业的广泛参与，特别是不少地方行业协会和
部分大型企业集团积极组织所属企业参加创新管理提质增效活动，对
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成果及时组织申报，促进了所属地区和企业管
理水平的提升，为此授予河北省石油和化工行业协会、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二家单位为“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
新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现就本届管理创新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入推进管理创新工作，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石
油和化工企业正处在由化工大国向化工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管理创
新在石油和化工企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企业要进一步落
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
质增效的指导意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推动创新发展，积极推广和认真学习本届石油和化工企业管
理创新先进经验，进一步激活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向管理要效益、
要发展，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量。
二、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做好全国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有关工作的通知》（国资改革函2003/62号）
、
国家发改委《关于组织中小企业参加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推
荐申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
2003年第396号令)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科学技术部
1999年第1号令)中的有关规定,结合企业制订的奖励办法，对成果创造
人员给予适当奖励。对荣获国家石油和化工行业级管理创新成果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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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要落实有关优先和扶持政策。
三、希望被评为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级管理创新成果的
单位和创造人员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获得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
企业管理创新优秀组织奖的单位要继续做好所辖企业的管理创新经验
的总结、培育和推广转化工作。为持续提升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水平、
全面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做出新贡献。
附件：1、第十二届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名单
2、第十二届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优秀组织奖名单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2019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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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名单
成果名称

创造单位

主创人员

参创人员

评选
等级

数字化创新融合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沈金荣、张利民

葛国荣、吕 黎、刑鹏波、孙振威、范达伟、
姜建华、范建宏、黄秀华、谢诚坚、刘信忠、 一等
王建中

持续打造绿色发展新优势新能力新格局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文学、胡 均

明大增、廖立华、段文瀚、郭成岗、崔周全、
一等
曾家其、袁六四、赵剑波、张 勇、汪 俊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于对标世界一流化目标的
“管理创新+效能监察”两位一体管理变革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 云、邓 敏

劳谦益、陈叶舟

面向橡胶轮胎企业的“智能制造”创新与应用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燕华、朱小兵

谢小红、马志伟、赵永刚、靳春光、刘 军、
一等
徐耀武、安丰存、张明成、杨 光、周明亮

建设智慧绿色化工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张金成、焦延滨

张金林、王富兴、张 雷、杨本华、王延吉、
一等
李 刚、李银河、国 亮、程继增

绿色高性能轮胎智能工厂创新与实践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游锦标

陆 熠、戴艳妮、田淑芳、苗向辉、李志红、
一等
杜锡辉

持续战略创新 实现跨越发展——大型民营化
工集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

吴

以数字化转型促进集团高质量发展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训峰、王 霞

倪华芳、李 宁、徐力珩、胡国伟、郑必军、
一等
刘文杰、李玉红、王 宁、周争义、李 甫

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明安、孙帅安

洪 雄、张晓甫、阮晓鹏、张熠珂、许来臣、
一等
李民政、焦生旺、刘金成、舒宏玲、赵莉君

设备点检与状态检修相结合助推设备安全高效
运行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国强、刘延财

史彦勇、李军业、王奋中、叶鹏云、李鹏智、
一等
刘延安、马生伟、陈飞虎、李彦飞、崔贝贝

构建财务结算管理体系全力推进业财深度融合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延长油矿管理局）油气勘探公司

崔海轮、邹宝英

赵向党、赵秀飞、宋晓瑞、曹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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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亮、李岐霞、傅本度、周忠明、蒋大庆

一等

一等

一等

基于深度融合创新的混合所有制在惠州炼化二
期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董孝利、宁 东

陈 淳、何仲文、徐玉高、赵 岩、王 琼、
一等
杨宏滨、曹孙辉、邢 农、毛晨新、黎玉颖

应用大数据创新提升企业生产运营水平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畅学华、师润平

崔慧峰、丁明公、魏文斌、李剑川、史 斌、
一等
李晋忠、魏 嘉、李云岗、张河成、张 超

基于传统化工制造的智能化改造提升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严明、赖江龙

张 健、郑 捷、叶公义、徐鑫楠、应 文、
一等
叶圣飞、阮 笑、刘 琰、许文龙、杨升文

智能化制造与“互联网+”管理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刘善江

刘占川、胡中源、徐小东、郭晓峰、董立志、
一等
程 璐

基于“三标”体系创标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王日元、李德发

创新平台技术与运营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陕西能源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提升品牌价值为核心，传承发展“中华老字号”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杨骏华

一等

刘华文

陈子轶、熊 鑫、秦 谊、谭在峰、张 翔、
一等
柳小文、贾 浩、刘 丽、王清剑、田 野

周

杨卫东、张若松、张玉明、马庆华

一等

张宏伟、张小杰、王
张 腾

一等

炜

以提高效率效益为核心的纵向对标管理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
限公司

以价值创造为导向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肥料标准化车间与智能供应链精益管理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进华、解学仕

李培习、杨恒哲、李元峰、张淑敏、王婷婷、
一等
赵 文、周 丽、白 静

以过程为主导的全面目标管理的创建与实施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纯碱厂

方

马传阳、单光明、张洪举、范成滨、田金彪

一等

大型高含硫原油加工企业“绿色工厂”的创建

中国石化青岛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孟祥德、孙 浩

陈 刚、王寿璋、袁志祥、张罗庚、张
赵明星、王 峰、曾道勇

一等

无人机与移动卫星通信的空地结合技术在石油
化工安全生产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

王忠伟、张华东

李明忠、方志伟、程敬吉、李
崔云峰、郑洪峰、李健峰

实施全面成本管理 提升行业竞争实力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么志义、王春生

王 兵、钱晓明、王铁英、郑晓晨、周学全、
一等
曹彩虹、李秀军、张永贞、王树新、于增盛

李广民、李俊臣
段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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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王永志

蕾、何瑞玲、孙鹏飞、

纳志辉、翟树新、张应虎、郑朝晖

一等

成、

凯、刘鑫辉、

一等

谢华生、郭新超、
张素巧、王 鹏、杨达凯、王卫华、李小龙
赵红星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建设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隐患视频分析在化工安全生产中的创新应用

杭州叙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钛白粉企业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的绿
色制造全过程培育

山东金海钛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国企员工模拟持股分红型绩效考核模式的构建
与实施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迟庆峰、王可滨

宋文明、周重喜

基于产业园区的集团型化工企业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应用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史悅智、刘靖雯

蔡教民、耿 健、郝子健、尹旭涛、王亿章、
一等
严 媛、常志鹏、岳婷婷、王照刚、亓渊博

以提升精益生产能力为导向的两化融合体系建
设

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

蒋都钦、杜清源

石自更、刘品涛、姜宏安、常志鹏、陈昆朋、
一等
梁玉腾

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管理变革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周

杰、王多荣

李发荣、段三即、刘伟国、张 龙、杨永红、
一等
史俊兰、乔永霞、杨培俊、马占玉、杨小军

新型煤化工行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档标准化
管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创新

神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兆孔、王 进

郭树雄、陈利峰、尉 宁、王丽娜、辛同章、
一等
王秀娟、张长峰、刘 慧、柳 洲、张 葛

构建数字化交易风险监控平台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 云、邓 敏

李剑伟、贾永刚、方

研发与产品创新管理体系建设

珠海展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信息化为导向的智能工厂建设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
司

李本斌、李晓星

杨 帆、南北红、禹保卫、崔媚娟、许永锋、
二等
王建通、刘 岩、徐 峰、陈建新

以建设一流企业为目标的“三位一体”内控体
系构建与实施

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

李 伟、王 阁

白彩霞、王 磊、袁延斌、郝春妮、冯福瑞、
二等
韩 旭、范彦德、张惠江

煤化工智慧园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江涛、李文松

张劲峰、张向阳、王万星、梁学博、张永强、
二等
李雨洁、李建华、平耀智、王璐璐、王莅祥

自主创新 MMA 项目实现产业化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褚小东、罗明陨

庄 岩、罗 鸽、崔 曜、温 新、马冬明、
二等
赵小歧、周 祥、秦春华、陈 勇、成启刚

金国庆、邬文达

吴浩扬、吴泽斌、何志伟、滕贺颖、李华松、
一等
吴立辉、邓 霞

陈金国

毕新岭、王海亭、孟垂华、吴海渤、张占举、
一等
商俊勇、郭世光、关立宝、王长生、张洪涛

陈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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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

一等

芳、刘

孙金平、刘志刚、全松林

芳

二等
二等

实施创新驱动，推动电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与实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汝州电化有限公
司

基于行业领先和差异化发展的沥青产业升级管
理实践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武光照

刘清华、张 军、田申申

二等

危化企业设备安全管理体系构建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胡永强

胡万明、郭世杰、毛 飞、孔东锋

二等

以两化融合为主线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与实
施

中平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赵全义、盛 璐

王留根、张宏伟、王姣侠、李振毅、朱 征、
二等
李 雷、秦 璠、王旭明、郭保柱、龚 达

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战略深化与创新管理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树常、袁金亮

王树才、张金增、武健民、路致争、路永林、
二等
丁宝国、李胜德、武春峰、牛宝树、李世珍

矩阵式项目监理机构在大型化工项目建设中的
探索与应用

河南兴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洪源

张万征、李晓峰、周冠军、白华夏、于飞洋、
二等
王晓璐、陈桢桢、张 磊

以公共安全和生态环保为发展导向的技术创新
管理实践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

商照聪、周勇明

范 宾、杨 一、房 朋、周庆云、肖秋平、
二等
董学胜、王 寅、章明洪、朱 涛、刘 赟

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煤电化一体化管理研究与实
践

河南省许平煤业有限公司

涂兴子、李永生

陈金伟、陈 勇、张 峰、谢恩华、赵红利、
二等
孙鹏飞、王延辉、邓 鹏、王红鑫、黄 炜

“互联网+”招标采购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

王

张广信、刘勤志、戴征宇、范立峰、杨春辉、
二等
李轶博、任大为、李 原、刘维岩、孙雪婷

三维可视化综合运维管理系统在化工企业管理
中的应用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张佳捷、陈伊荣

余红民、杨通清、刘学军、胡 炜、王
朱依人、张辰聪、邱怡敏、李新超

传统氧化铝企业提质增效的全过程变革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

乔

军、吴宗文

王有江、崔瑞刚、付金礼、何帅威、陈景顺、
二等
王军田、李美雨、詹峰林、孟贝贝

科技创新推动 ABS 树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合成树脂厂

陆书来、白延军

赵文卓、丁武仁、李国锋、王君明、孙春福、
二等
刘晓侠、宋振彪、陈 明、梁德福、李玲月

工程项目三次经营管理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吉宋敏、薛慧峰

陈银川、彭兵虎、荣兆斌、陈
张培钦、成艳飞、李 莹

全员参与型经营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刘亚军、顾晶晶

顾留杰、钱素跃、徐家宏、谈世凯、虞华敏、
二等
朱成明、窦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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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兴子、安延雷

博、吕贤明

李永生、陈金伟、张小牛、许 哲、黄广军、
二等
赵红利、王淑辉、牛洪亚、谢云云、何玲玲

崇、王

烨、

飞、

二等

二等

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企业管理变革的创新
实践

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褚现英

王云肖、周 玮、孔泽康、赵晓飞、渠永娟、
二等
李 娟

以创新驱动战略引领磷产业可持续发展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崔周全、刘朝竹

魏立军、张 晖、王孟来、姚 远、欧志兵、
二等
陈赐云、刘丽芬、杨稳权、夏敬源、罗昆义

实施技能素质提升工程，全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
伍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周金柱、陈 樱

李晓明、聂永利、李爱玲、毕明莹、李彬要、
二等
梁红静、张 耀、张双金

以创新改善为魂，打造“四化”标准化班组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梁小平、刘生贵

潘竞忠、李杰诚、王 庆、高卫星、赵春刚、
二等
孙玉国、杨其岩、雷宝童、王 志、赵继鹏

以文化融合助推重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
践

中国海油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方

勇、宋君荣

张勤业、李进军、王可滨、单光明、孙桂林、
二等
万海波

全周期供应链采购管理的建立与实施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秦

林、窦雪峰

张幸福、王会伦、王方琴

以打破国际技术垄断为目标的民营化工企业协
同化全流程个性化知识产权创新管理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许 飞、李 茉

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差异化浸胶帘子布精准研发管理体系的构建与
实施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仵 晓、李 新

谷慧平、郑红莉、吕忠信、张会云、张东晓、
二等
杨超然、闫永强、张文涛、刘晓光、孟艳阳

企业票据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

李瑞新、王洪义

刘玉芹、王 瑾、刘立顺、于 倩

华港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孙小迪、苏 芳

刘继定、杨立桥、郭毅飞、曹子规、徐子跃、
二等
杨洪光、韩 建、霍 彤、杨凤云、况艳敏

AI 超算与化工安全管理 SAAS 系统

上海荷福人工智能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刘威鑫、崔 然

冯俊杰、王 芳、郑再红、焦孟珂、何明明、
二等
张 帆、张万强、冯 辉

以 KPI 指标引领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一硝基甲苯
生产单元效能

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谢

王景奇、金开红、刘 强、方克雄、黄 勇、
二等
高立勇、王天杨、张 俊、吴云芳、雷 帆

传统炼厂建设一流炼化企业的创新与实践

中海石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

翟建勇、许加海

燃气企业以全面调控为核心的重组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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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嘉

勇、黄培合

二等

冯建平、徐 明、张竹来、王丽娜、潘学林、
二等
任 倩
曾本忠、陈立义、陈
任晓宁

炯、孙

芳、汪仲权、

李武强、于 群、冯春然、张新华

二等

二等

二等

国有化工企业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职业发展
培训体系建设与实践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崔

以绿色发展为目标的社会责任体系构建与实施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

李景林、葛文松

王道雷、赵 蝶、李建军

利华益集团以“两大管理”为抓手的企业绩效管
理升级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云亭、李玉生

张吉奎、索树城、赵宝民、王海峰、袁崇敬、
二等
薄立安、陈国玉、张尧宗

建设卓越绩效管理体系 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成军、李海军

杨富强、李海军、李杰诚、徐国庆、许云龙、
二等
谢小川、田 蕾、赵传福、孟晓亮、赵继鹏

煤化工企业动态成本管控体系构建与应用

义马煤业综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刘显胜、刘明忠

王 雷、钟汉贤、平 艳、于治慧、上官莉
莉、
丁喜辉、郭新强、常志鹏、杨创举、韩 瑜

农药智能销管系统的创建与应用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胡华海、朱 钧

张帮林、计 跃、关学文、孙永强、李 文、
二等
王多斌、葛亮亮、陈 超

国有企业重点关键岗位廉洁风险防控体系的实
践和应用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张惠民、张义军

房成武、刘海廷、胡 滨、惠康康

加快煤气化技术升级构建企业高质量产业链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李广民、丁满福

马建峰、李为民、仙运昌、李文中、贾
蔡 蓓、赵毛宾

雷、

采油厂操作类岗位员工考核体系构建与实施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定边采油厂

高向东、刘力鹏

白玉虎、吴世峰、郭春江、沈浩军、霍
杨彩艳、安世林、张浩恩

璇、

以全过程标准化管理为基础的高效管理体系建
设与实施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国良、赵海军

李杰诚、崔一飞、戴 强、董艳丰、吴清泉、
二等
赵继鹏、文建芳、贾存泰、曲吉卓玛

三废排放市场化运行阶梯式考核

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

李晓雁、陈坤鲁

康文海、魏登刚、范丽娟、李琼芳、宋文环、
二等
李万海、张艳霞、韩宏伟、马 亮、李小军

监察监督“五种监督”方式的构建与运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

王

田

热电厂全员精益运营管理创新与实践

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李红春、张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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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奥慧丽

欣、孔令维

张惠民、张永忠、齐
仝 婷

飞、张铁军、张继宽、

凯、杨继宁、孙贵勇、艾丽华

二等
二等

二等

二等
二等
二等

二等

郭清先、李存福、张文帅、郑建新、张天骄、
二等
郭世全、高 玮、李建国、王建成、吴剑峰

契约化管理在煤化工企业的创新实践

河南省煤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江涛、李文松

张劲峰、王万星、梁学博、常志鹏、杨创举、
二等
师淑贞、刘晓丽、白世卿、张锋涛、裔小秋

基于绩效管理下的全面考核管理体系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李鹏程、孙永发

张海青、王 虎、吴敏娟、郝英秀、赵生明

强化“五个抓手”的煤化工企业提质增效管理

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李建立、胡金明

和进伟、王立坡、杨 勇、徐亮亮、靳 明、
二等
孙 凯、罗明周、张 方、段洪飞、郭 欣

基于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试点改革创新与实践

安阳安化检修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韩联国、王 刚

王军杰、程启瑞、李耿彪、浦
刘 斌、吴江丽

科技手段与精细管理相结合提高装置操作平稳
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乙烯厂

刘宏吉、池 亮

孙英策、纪凡刚、袁 欣、张 贺、姜祥超、
二等
刘庆龙、李文国、孙大勇、韩克男、于春梅

监理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全面变革管理

河南天一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忠良、张志哺

赵占国、张福利、刘海生、岳
宋朝凤

以节能减排为目标的“高效节能氨法脱硫脱硝除
尘深度净化技术”的创新实践

石家庄宇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封晓飞、冉草原

封彦彦、封二超、任跃卫、李晓宁

三等

新型化工企业扁平化管理模式下绩效体系的构
建与实施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张晓丹、薛梅梅

王晓燕、苗 雷、卜旭东、冯中原

三等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财务管理创新实践

神华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的企业廉洁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研究院

郝世彦、惠力群

乔 鑫、冯 博、师
方晓君、白 薷

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企业科技创新管理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徐勇彪、吴远友

姜

网络 P&ID 图平台的推广应用与实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高碳醇厂

邸

鸿、杨德峰

洪继成、许立华、常政刚、李 鹏、王 华、
三等
汪 磊、李洪伟、魏 波、刘科学、毛勇利

大型橡胶制品企业基于 6S 的精细化管理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

曲学新、董永阳

尹晓芹、董先明、王明霞、石保军、周大鹏、
三等
连伟平、王 亮

大型化工企业全方位提升职工素质的探索与实
践

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

蒋伟丽、张晓丽

陈志闯、鲁 源、褚阿娇、王爱霞、杜清源、
三等
常志鹏、史亚洲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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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

勇、王

翔、王

骞、

晶、

二等

二等

二等

李鹏飞、肖育鹏、郭天峰、杨 杰、赵家艺、
三等
赵丹丹、唐朝阳、罗 婷、菅 捷
玮、杜 炜、宋庆伟、

维、余德宝、刘志勇

三等
三等

以创新发展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的加油站零
售培训体系标准化建设实践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梁庆智、张 涛

彭红斌、任 波、李黛芳、李向龙、闫 强、
三等
李 辉、栾光超、金航超、张 鑫、刘洋根

“五全机制”确保老旧装置恢复开车、安稳长满
优运行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石化分公司有机合成厂

隋

军、沈立军

刘端阳、肖 岩、王荣文、关东义、徐占有、
三等
赵 越、刁 伟、尚宏华、陆 霜

量化节约促进采购管理工作提升

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

波、费振忠

尹德胜、郭明辉、张奇刚、潘
陆 璐

安全生产管理理论在 6S 管理中的创新应用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工
程公司

刘明辉

齐

石油企业自主攻关项目创新管理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吴起采油厂

涛、高超利

齐 会、白 江、齐宏鹏、鲁永辉、刘立虎、
三等
陈 刚、张小奇、袁耀利、李晓琴、杨娟娟

强化应急管理 提升员工应急能力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成军

李海军、李杰诚、刘卫东、马新东、高艳庭、
三等
仲佳栋、张贺山、范 鑫、赵继鹏

冷冻盐水及生产供水的节能管理系统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
海裕生智能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李

嘉、施丹红

曾本忠、金永良、陈 炯、段邵书、林雪梅、
三等
刘德余、鲍冬宇、王 伟、薛云峰、吴卫兵

构建“来料加工+统一销售平台”新商业模式

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谢 勇、蔡敬明

王宜波、金开红、王进刚、刘东平、赵
李方春、卫 巍、屈 华、吴云芳

QC 技术创新小组助增效促发展

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石晓宇、王欣刚

黄治国、张岩春、尤鹏翀、王强胜

通过管理及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可靠运行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宋茂成、李国忠

李捍东、马靖波、鄂永海、梁永钦、唐伟强、
三等
闫 伟、蔡光仁、曾超礼、蒋 奎、孙归宁

循环流化床锅炉混合燃料掺烧的工业化应用与
实践创新

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宋如昌、刘向明

常好顺、赵明星、李新华、王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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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汶、宋

吉、

韬

三等
三等

泉、

三等
三等

三等

附件二：

第十二届全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管理创新优秀组织奖名单
河北省石油和化工行业协会
陕西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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