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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一流炼化企业进军
目前，长炼拥有炼油化工生产装置35套，资产

总额90亿元，一次原油加工能力为1150万吨/年，
所产汽油、 车用柴油质量全部升级至国Ⅵ标准，油
气产品辐射西南， 环氧丙烷等原创技术输出全国。
长炼致力建设优秀企业，力争到2021年，成为沿江
炼油企业“排头兵”；2035年前，跻身中国石化炼化
板块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炼
化企业。

长炼以国企担当致力生态文明建设， 计划于
2020年建成全国“绿色示范工厂”。近年来，企业已
投入6亿多元实施 “碧水蓝天工程”， 计划再投入
7.8亿元实施50余个环保项目，投入3亿元对长江
油港码头进行提质改造。

为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长炼利用产学研一
体化优势，联合地方政府做好炼油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文章，拓展醋酸酯、双氧水等炼化相关及下游产
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初步形成千亿规模产业集群。

（谢小飞 整理）

■亲历者说

两个月帮承包商
处理问题600多个

口述者：长炼水务部主任、长炼油品质量升级
项目建设亲历者 罗伟

时间：2019年7月27日

2010年夏天， 长炼油品质量升级项目建设进
入关键期，现场监护任务艰巨。

280万吨/年催化装置是关键装置之一，建设规
模大，焊接、安装点有3000多个。该装置余热锅炉
单元建设的承包商711所是第一次参加此类石化工
程建设，在图纸设计、现场统筹等方面缺乏经验。作
为该装置现场技术监护组组长，我压力很大。

建设初期， 因为现场设计图纸不符合施工要
求，经常出现被迫停工等待图纸优化的情况。我赶
紧召集技术干部合计对策。最终决定，为现场施工
人员每5人配备一名工艺专家，解读设计图纸，消除
设计缺陷， 按照施工单位的夏季作业时间全程介
入，现场指导监护，稳步推进焊接安装作业。

同时，我顺着承包商存在的问题“顺藤摸瓜”，
排查他们各项工程的管理流程，提前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为工程施工争取时间。我发现，由于基础图纸
设计不到位，该承包商在前期物资采购、设备进场
等环节都存在一些空白，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出现施
工作业“等米下锅”的问题。

我随即找到该承包商的现场负责人，要求他们
能催的马上就催，能就近采购马上采购。我依靠个
人多年从业的专业基础，带着项目现场负责人连夜
赶往武汉、长沙等地，按照总部要求和工程质量标
准，自己组织提前采购，保证施工作业的材料供应。

当时，缺料严重，光弯头就有10余种规格、数
百件材料的缺口。我只好带着承包商一起去催物资
采购员。他们也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临时
采购，万般无奈，我们和采购员协商，由我们先自行
采购，然后补办手续，特事特办，总算解了材料供应
的燃眉之急。

经过两个月连轴转，我们帮该承包商处理问题
600多个，280万吨/年催化装置的余热锅炉单元建
设最终如期中交，为项目整体提前两天中交、创造
同类装置建设最快纪录打下了基础。

（张勇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谢小飞 张勇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岳阳门户临湘，忠防镇丁家
畈，群山巍峨，草木葱茏。

7月27日，记者走进群山深处，只见一条神秘隧道
藏身山腹。山脚下，“6501工程”几个大字并不醒目，隧
道里却四通八达， 有好几个直径10余米的巨大天井直
通山顶。

这些神秘隧道，引起诸多猜测，甚至有人绘声绘色
地说，这是用来发射导弹的军事工程。鲜为人知的是，这
里隐藏着一段中国石化工业自力更生的历史———这些
隧道，就是后来的长岭炼油厂（今长岭炼化）的前身。

50年前，正是这里的一次凤凰涅槃，催生了长炼这
颗洞庭湖畔的明珠。50年来，长炼人艰苦奋斗、争创一
流，将一个产品单一的燃油型炼厂，发展成千万吨级的
炼化一体化先进企业， 用不断提质升级的清洁油品、日
益丰富的绿色化工产品，支撑湖南乃至西南地区经济社
会的发展。

“建厂初期，我们只有常减压、催裂化、重整、焦化
‘四朵金花’，发展到现在拥有30多套炼油化工装置，过
去靠人拉肩扛，现在是全电气化操作，变化太大了。”说
起长炼50年的发展历程，退休劳模、原常减压连（车间）
党支部书记罗学其脸上洋溢着自豪。

“干打垒”，升起艰苦奋斗红旗
“6501”这个神秘数字，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国大搞“三线建设”的历史。为了解决当时成品油供应紧
张的问题，国家决定在内陆腹地建设一座燃料型炼厂。

196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批准建
设大同、岳阳两个炼油厂的通知》，建设湖南岳阳地区战
备油库， 列为石油工业部当年第一号工程———6501工
程。

在那个“备战备荒”的年代，为防止可能的外敌袭
击，炼厂被掏山打洞隐藏在山肚子里。

然而，这一决策，最终没有经受住防火防爆等现实
问题的考验。在经历大小10余次安全事故后，一场火灾
彻底焚毁了炼厂“钻山进洞”的梦想。1969年初，长炼搬
迁至临湘县文桥镇长岭村（今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铺一
带）异地重建。这一年，军人罗学其响应“建设三线企业”
的号召，转业加入了建设长炼的队伍。

受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委派，老红军古德勤来
到这片荒山指挥建厂。“当时古老住的是两间‘干打垒’，
夏天到处漏雨，冬天被子都会积雪，得盖一层塑料膜。”
罗学其回忆道。

艰苦的环境，越发激起长炼人战天斗地的豪情。“有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长炼首届青年突
击队队长徐宪平（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带领队员打
响了一场大会战。

没有大型运输起重设施，长炼人用绳子拉、木块垫、
撬杠撬，就这样把好几十吨重的设备、炼塔搬进现场，安
装到位。

短短16个月，一座现代化炼油厂拔地而起。1971年
初，第一车原油进厂，炼油装置进入紧张的试运行阶段。
当年5月7日，常减压、催裂化、重整、焦化4套炼油装置
和配套系统正式整体联运，一次开启成功并相继生产出
合格产品。

“四朵金花”绽放，标志着长炼的诞生。长炼第一期
工程比兰州炼油厂施工周期缩短了一年半，比大庆炼油
厂缩短了5个月，创造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纪录。

建起炼厂，还得搞好生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
急需技术骨干的问题难以解决。古德勤顶住巨大压力，
派人前往北京石油学院等院校，动员了200多名大学生
来到长炼。很多炼油专家还在“牛棚”里接受“劳动改
造”，古德勤大海捞针请来了100多名专家。

人才汇聚，为长炼插上腾飞的翅膀。短短几年间，企
业出现“爆发式”的进步，原油加工能力扩大到350万吨
/年， 产品品种由12种增加到27种， 取得革新成果468
项， 其中19项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7项经济技术指标
全国领先。

历史， 总会记住奋斗者的时代闪
光。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为长炼进行整顿改革、集中精力搞
好生产建设擂响了战鼓， 逐浪市场竞
争的新征程由此启航。

长炼人坚持“岗位责任制大检查”
等传统，以“沟见底、轴见光”的标准狠
抓管理。有一台槽车漏油脏污了路面，
他们组织全厂员工清扫； 有一批油品
出厂质量有瑕疵，他们追到深圳收回，
留下了“千人扫马路”“千里追油车”的
佳话，也树立了企业的风气和形象。

1991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
泽民视察湖南，参观了长炼“铁梅”泵
房，岗长李玉平听到了总书记的赞许：
“想不到中国石化在山沟沟里还有这
么好的企业。”

长炼没有由此自满， 止歇奋进的
脚步。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长炼进一
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推行“一切
围绕市场转，一切比照市场算，一切依
据市场断”。

企业开始“瘦身健体”。10个二级
厂和直属单位的2300多名职工先后剥
离，“放鸟出笼”“分灶吃饭”，孵育出一
批具有竞争活力的市场主体。 岳阳兴
长在母体护翼下逐浪市场稳步发展，
1997年6月25日在深圳挂牌上市，成为
长炼人骄傲的记忆。

市场化改革让企业激发出更加澎
湃的动力。“四朵金花” 开枝散叶。“九
五”期间，长炼投入资金26亿元，建成7
万吨/年聚丙烯等装置， 产业链向下游
延伸。“十五”期间，他们又投入6.66亿元
实施柴油加氢装置改造等13个项目，加
工手段、产品结构和质量持续优化。

各项技术也长足进步， 企业开发
生产了67个新产品， 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8项， 申请国家专利20项，30项科
技成果通过鉴定。

2008年10月18日， 总投资60.11亿
元的长炼油品质量升级项目开工奠基。
长炼党委号召“3年建成大项目，40厂庆
献厚礼”，掀起了一场新的建设热潮。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
孙。”很多长炼人都这么说。此时，罗学
其已然退休， 儿子罗伟接过父亲的接
力棒，加入到长炼再次创业的队伍。

欲成大事，必克难关。千万吨大炼
油项目建设，工程浩大，遇到的困难难
以计数。就说施工吧，工程队伍多达数
百个，因为材料、技术准备不足，影响
了工程进度。“那时我们三天两头在外
头跑，帮他们解决问题，最长的一次连
续跑了两个多月。”罗伟说。

但这还不算什么难关。 时任大项
目施工部主管、 全国劳模吴全胜清楚
地记得他们曾经面临的一个两难挑
战———关键设备渣油加氢反应器陆路
运输进厂。 这台设备是整体成型制造
的，超高超大超重，沿路有100多处障
碍难以解决。 但切割运输再现场焊接
安装的方案更不可行———设备运行压
力高达每平方厘米160多公斤，焊接质
量无法达到这样的承压要求， 一旦焊
缝开裂，后果不堪设想。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吴全胜带领
20多名员工奋战一个多月， 按时打通
了道路。大型平板车每小时只能走3公
里，设备从长江道仁矶运到长炼，他们
一路步行护送18公里， 好多人的脚上
都打起了血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11月26
日， 大项目主体装置开工一次成功，
280万吨/年催化裂化、240万吨/年汽
柴油加氢装置创造国内同类装置建
设时间最短纪录。项目投产后，长炼
实现加工总量、销售收入、上缴税金
“三翻番”。

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 生态文明
建设成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 长炼意
识到，必须迅速转变炼化企业高能耗、
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 转向内涵式
的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科技先行。长炼加紧攻
关，一批先进绿色技术先后突破。2015
年， 国内首创的航煤管式液相加氢技
术在这里应用成功， 生产能耗大幅降
低。2018年，HPPO环氧丙烷技术成功
出笼，迈入国际先进行列。近期，原油
膜传质脱盐技术又已实现工业应用，
可望将传统电脱盐工艺的高电耗直降
到零。

同时， 长炼清洁生产水平大幅提
升，油品质量从国Ⅳ到国Ⅵ标准“三级
跳”。2018年10月， 罗伟和炼油二部的
同事们成功生产出首批优于欧洲的国
Ⅵ标准汽油，提前3个月达到国家升级
要求。

不仅如此，长炼还出台“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启动绿色企业创建，落实岗
位责任，开展大规模的安全环保技能培
训，着力建设“湖南省环境诚信企业”。

环保治理成为优先选项。催裂化、
重整等老装置完成改造脱胎换骨，尾
气硫含量等排放指标优于国家最新标
准。长炼投入6亿多元实施“碧水蓝天
工程”，完成第二污水处理场改造等一
批环保项目建设， 并将排水口水质监
测仪表主动与地方环保部门和中国石

化总部联接，接受24小时在线监督。
污水处理场班长储昌平在监测池

里放养了几十尾观赏鱼。每次巡检，他
都要在这里停留、观察几分钟，检查水
质。“明年， 这里要建设一个智能化生
态污水处理项目， 水质将接近饮用水
标准。 到时这里养的鱼可以放心地
吃。”储昌平说。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
经济带，保护长江生态成为长炼的头等
大事，长炼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妙云在
中国石化沿江企业环保工作会上表态：
“长炼要建设优秀企业，打造世界一流，
争当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排头兵！”

今年4月，已运行40多年的油港码
头燃煤锅炉被拆除。 当时正值产销旺
季，拆除锅炉意味着停产停销，损失巨
大。 这让员工们再次感受到了公司保
护长江的坚定决心。

码头员工卢涛亲身感受到这个新
氛围。5月的一天， 他在清洁油轮时，
忘了一块油污抹布在甲板上。班长扣
了他2分绩效， 还严厉地批评：“不能
让一滴污水进长江！这油抹布掉江里
了咋办？”

如今， 保护长江岸线志愿行动在
长炼蔚然成风， 志愿者们在码头捡拾
垃圾、植树造林，还长江一片洁净、一
片绿色。目前，长炼所属的2000余米长
江岸线绿树成林， 无烟无尘， 清水涓
涓，美不胜收。

■链接

“三翻番”，铸就湘北石化新城

“三级跳”，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 � � �长岭炼化生产装置区全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通讯员 摄）

� � � � 50年前，在湘北荒山野岭的“干打垒”里，长岭炼化
呱呱坠地，常减压、催裂化、重整、焦化等首批装置成为
中国石化行业的骄傲。50年来， 一代代长炼人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建设出一座现代化的石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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