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石油和化工系统获得第二十七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名单
等级

成果名称

企业名称

主要创造人

参与创造人

一等

王宜林 黄永
大型石油企业高质量国际合作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章
中东 发展战略实施

叶先灯、王贵海、刘合年、 陆如
泉、韩绍国、李庆学、 张红斌、
汪 华、肖 岚、 赵 林

2

一等

大型油气田企业突破制约瓶颈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马新华 谭敬
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管理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明

谢 军、张道伟、陈景富、 乐 宏
、李 仲、戴晓峰、 谢敬华、胡
俊坤、方 健、 李勇军

3

一等

非国有石油化工企业提升市场竞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争力 的国际供应链管理

4

一等

5

一等

6

一等

7

二等

1

张军堂、李玉坤、范迎昕、 张
李湘平 李 治 楠、李君艳、常海伟、 刘阿思、
缪学良、刘忠华
聂晓炜、刘崇佳、赵 强、 杜宝
国有特大型企业推进现代企业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
孔凡群
更、刘胜华、杨万山、 王振华、
度建设的“去行政化”管理变革 利油田分公司
牛汝东、唐学忠、 闫 建
施和生、刘振江、张功成、 高阳
基于多元作业方式协同的海洋油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谢玉洪
东、黄志洁、孙东征、 袁全社、
气集 约化勘探管理
赵启彬、杨海长、 赵 钊
谈成明、钱林明、吴国均、 吴昌
民营氮肥制造企业以高质量发展
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谈福元
祥、左勇春、芮 群、 徐 鹏、许
为目 标的综合竞争力提升管理
小峰、王正寅
陈 军、佟景顺、朱常清、 吴 军
大型石化企业以提升价值创造能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任勇强 赵显
、袁 戎、柳玉忠、 韩军操、董
力为导向的体系化精益管理
司
良
超、李 扬、 佟宝成

地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差异化绩
效考核体系构建与实施
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聘用职业经
理人的机制建设
基于中央控制中心的全域智能化
风险管控双体系建设

8

二等

9

二等

10

二等

11

二等

国有企业现代化油公司人力资源
价值创造能力转型升级管理

12

二等

化工企业基于两化融合的生产异
常管理

13

二等

炼化企业以生产为核心的智能化
工厂建设与运营管理

14

二等

轮胎企业基于全流程信息化的全
价值 链质量管理

15

二等

煤层气企业引领产业化发展的科
技管 理体系建设

16

二等

石化产品销售企业基于物联网技
术的 数字化物流管理

17

二等

石化企业基于价值提升的经络化
价值 管理体系的构建

18

二等

石油企业定量化发展能力评价体
系构建与实施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
程 玮、李春庆、朱 瑞、 洪利辉
王晓兵 张 辉
任公司
、景 鑫、戴 程、 刘 义
魏忠勋、张玉标、张敬民、 张洪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合军 康 甲
雷、刘彦玲、朱宏伟、 贾庆昌
张玉标 李宝 高中峰、宋 磊、余 波、 郭银明
山东鲁泰化学有限公司
瑞
、康 艳、于广龙、 王宗磊、杜
王新平、刘双全、王得顺、 王
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 宋明水 董臣
波、陈 曦、孙振起、 傅 锐、丁
责任公司
强
皓、吴晓靖、 金 沙
马卫东、王进军、谷克宏、 杏世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程仕鹏 苏 强 韬、李 钊、颜 博、 吴明生、王
司
檑、麻小利、 李 鹏
何 瑛、廉金龙、刘勇纲、 任立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汝新
鹏、赵 飞、陈 洪、 戴 赟、索
长庆石化分公司
涛、王 飞、 叶亭宇
延 凯、周 毅、丁明玉、 刘进威
王建业 周天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峰、潘文莲、 任玉学、程
明
李、谢 意、 张保永
江云涛、王予新、应 勇、 林振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徐凤银 鹿 倩 盘、郭 旭、廖黔渝、 张 亮、郑
世琪、李建伟、 张 月
廖国勤、丛新兴、火金三、 王文
黄怀朋 王之
中石油铁工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元、胡亚群、朱炎安、 田 双、
君
郭 斌、范占朋
赵 亮、谭 凌、王子军、 王 茜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北 徐旭日 佟德
、刘 娜、李 硕、 李晰月、张
京石油分公司
健
茜、贾超凡、 洪 祎
黄 铠、马郭强、殷建忠、 胡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袁利民 黄 金 林、张 影、刘 康、 曹纪红、张
华北油田分公司
睿荫、滕林波、 刘 翔

19

二等

石油钻探企业推动海外市场创收
增效的商业模式构建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 刘光木 范先
限公司
祥

20

二等

特大型成品油管网智能化管理系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
田中山
统建设与应用
南分公司

21

二等

特大型传统国有炼化企业基于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
尹兆林
透式思维的管理提升
名分公司

22

二等

特大型油气田企业高温高压环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杨学文 刘洪
下的井完整性管理
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涛

23

二等

以“油公司”模式为导向的油气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张明禄 李战
田企 业业务归核化管理
青海油田分公司
明

24

二等

以国际一流为目标的高含硫气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孙 健
安全 高效的开发与运营管理
原油田分公司
张庆生

25

二等

以集团效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炼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产品营销管理

凌逸群 陈尧
焕

26

二等

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目标的盐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穴储 能综合管理

谢卫炜

27

二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
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天然气“一
方 进
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西北气
站式 ”脱硫管理
罗召钱
矿

28

二等

以稳步推动能源绿色发展为目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梦溪 胡秋
的煤 层气产供销一体化管理
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嘉

29

二等

油服企业实现合作共赢的“全风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 周瑞华 李香
险增 气分成”服务模式构建与实
限公司地质勘探开发研究院 华
施

张松杰、吴立新、刘荣军、 马
强、谭 涛、李新强、 吴 琼、刘
许少新、熊 健、杨慎军、 谢 成
、马 良、邓远龙、 杨 文、张
晨、李 苗、 周世骏
李雪梅、董 巍、陈天辉、 张建
国、关志鹏、古才荣、 许楚荣、
许先焜、林开平、 谷学良
骆发前、何江川、郑新权、 胥志
雄、邱金平、王永远、 刘 炯、
何新兴、周理志、 曹立龙
高云建、吴晋文、张国栋、 常发
杰、黄 勇、徐 刚、 吴 栋、王
毅、杨 阳、 陈艳波
夏宇飞、张 毅、王 飞、 张 勇
、刘建亮、李国平、 秦冬林、安
王净依、马新华、伊光明、 郝同
乐、杨 勇、王新军、 张建成、
胡金玉、杨建云、 张 曼
钟海连、陈留平、徐孜俊、 胡俊
华、吴丽萍、郑明阳、 赵云松、
任晓云
刘奇林、杜 诚、李旭成、 彭 武
、赵晓琴、肖智光、 马仕刚、刘
鹏、邓亚雄、 景芋荃
王立龙、丁 楠、刘昌平、 孙宏
烨、石 斌、吴春升、 闫 玲、韩
德强、宋新秀、 李思奇
谢 军、王 昊、文 涛、 祝林权
、沈志平、魏 磊、 徐赣川、彭
冠铭、兰 霞、 彭景云

30

二等

31

二等

32

二等

33

二等

34

二等

35

二等

36

二等

37

二等

刘小波、袁 燚、王世秋、 王云
油公司应对低油价的精细化油藏 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
牛栓文 李 山 川、盖利波、任泽宇、 苏永强、
经营管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齐光峰、林 国、 许洪刚
徐庆岩、石德佩、雷 诚、 李可
支撑非洲油气项目全周期的开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瑞峰 翟光
彬、余国义、毛凤军、 周作坤、
方案编制管理
勘探开发研究院
华
张瑾琳、黄奇志、 廖长霖
王庆川、张文斌、陈星霖、 刘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煤 炭生产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
乔少波
健、黄爱民、李亚安、 杨 林、
综合服务管理
司
陈 峰、徐 军、谢赞恩
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创新
黄舸舸 王卫 张国翔、蔡庸猛、何 红、 高慧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型轮胎企业建设
忠
颖
王雪华、冯 丹、刘志广、 王立
跨国油气管道中国标准的海外落
金庆国 刘守
中油国际管道公司
军、宗 红、徐 宁、 徐若语、刘
地管理
华
哲、林 军、 张 伟
王永利、戴国华、陈国成、 罗宪
基于“三三制”循环迭代 的渤海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 赵春明 苏彦
波、曲兆光、尚 洁、 钱 欣、韩
边际油田开发设计 管理
天津分公司
春
耀图、王少鹏、 万宇飞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
付亚国、封 璟、黄立民、 刘 丰
以“企业价值管理四要素” 为核
王 军 柯希霆 、张广强、余 罡、 周 勤、李
公司
心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洋、朱雯蕙、 许海莹
王建中、王剑波、王新文、 赵
传统轮胎制造企业高质量 绿色产
沈金荣 张利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杨、卢 青、刘信忠、 王丹灵、
业链建设
民
李 滨、郦 坚、 逄 渤

备注：第二十七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获奖共计264项 ，石油和化工企业37项，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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