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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峰 闫国花

传承铁人精神，助力美好中原。
中国石油运输河南分公司成立 14年
来，始终心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使
命，将石油魂、石油力、石油情熔铸于
中原沃土之上，为出彩中原再添亮丽
底色！

强劲蓄力 助力农事
让“中国碗”多盛“河南粮”

“中原熟、天下足”，河南是农业
大省、粮食生产大省，素有“中原粮
仓”之称，做好春耕播种、“三夏、三
秋”等重要农时保障服务，中国石油
运输河南分公司首当其冲，同中国石
油河南销售公司一起为河南农业抢
收抢种工作贡献中国石油力量，切实
让“中国碗”多盛“河南粮”。

每年“三夏”“三秋”时节，中国
石油运输河南分公司坚持“兵马未
动，设备先行”，提前制订车辆购置
计 划 。 近 5 年 ，连 续 购 置 新 车 87
台，为农时用油提供坚实的运力保
障。每年农时之前，提前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车辆检查、隐患排查，安
排流动保养组深入“三夏”“三秋”
保供前线，避免因车辆故障影响农
业油品保供工作，确保车辆以完好
的运行状态投入到农事油品保供
运行中。

未雨绸缪，河南分公司成立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多措并举、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强化市场分析、研究和预
测，全面分析社会需求情况，根据全
省资源分布情况，加强成品油资源计
划衔接和调运配送工作。其中，信阳
地区位于河南省最南部，每年“三夏”

“三秋”由此拉开序幕，河南分公司提
前按照阶梯式由南往北合理部署运
力，保证调运计划全额落实，柴油资

源优先供应“三夏”“三秋”专供站和
农村站，避免脱销断档情况的发生，
担负起国有企业应尽的成品油供应
责任。

为了切实给农民朋友提供贴心
的油品配送服务，河南分公司积极
配合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各营销
中心，成立送油服务队，将小油罐车
开到到田间地头，让收割机、播种机
等农用机具不出作业区就能加到
油，缩短收割时间，确保颗粒早日归
仓。其中豫西南配送中心还同许昌
销售分公司职工组成抢收志愿小
组，到禹州市田间地头，帮助孤寡老
人抢收小麦。河南分公司送油下
乡、支农惠农的种种举措得到了政
府部门和老百姓的称赞和好评。

多年来，“三夏”“三秋”油品保供
工作中，河南分公司领导干部和驾驶
员克服天气炎热、长途行车、晒粮占
道等种种不利因素，以年均 45万吨
的货运量，有力保障了河南农业用
油，切实使中国石油“支援三夏、服务
三农”的企业形象深入百姓心中。

敢挑重担 敢啃硬骨
防汛救灾中彰显硬核担当

2021 年夏季，河南遭遇持续性
强降雨，危难关头，中国石油运输河
南分公司的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关
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靠得住、战
得胜”，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
飘扬。

7 月中旬，郑州遭遇特大暴雨，
河南分公司的救援电话不断响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停电，大
约 600 名重症病人情况危险，急需
柴油发电，请求支援”“郑州西南郭
家咀水库堤坝岌岌可危，抢险机械
设备柴油告急面临停工危险”……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
要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河南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
记隋跃文立即做出安排。救援途
中路面坍塌、积水深浅等各项情况
不明，送油路程可谓危险重重。“我
是党员，我先上！”危难时刻，紧要
关头，河南分公司党员干部主动请

缨，冲锋一线，紧急抽调 5 台车组
成应急抗险救灾小分队，由党员领
导带队冒雨驰援，克服道路通行困
难，原本 40 分钟的路程，耗费 4 个
小时才安全到达。

汛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7月 19日至 31日，根据救灾需求，河
南分公司累计配送油品 2650 车次、
55649吨。同时还专门配备了 11台
带加油枪小额配送车、6台带泵单车，
与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共同组成
18 支“车辆油品保供突击队”，准备
49台应急车辆，第一时间为医院、消
防、部队和中央调派的发电设备供
油。面对高温、饥饿、疲惫等状况，公
司的员工们没有退缩，面对道路阻
塞、道路坍塌、道路狭窄等问题，员工
们毫不畏惧，通过轮流通宵作业，截
至7月 31日，累计向138支援豫救援
队伍、1000 多个应急发电点提供加
油服务超过 960 次，累计配送油品
464吨。

河南分公司在开展救援的同时，
主动与当地防汛救灾部门沟通，全力
以赴在油品保供、应急抢险等方面提
供支援和保障。应安阳市政府救援
指令，积极参与安阳市美年大健康体
检医院2.5米深积水的排水作业。集
中采购 3 台便携式应急防爆泵发往
新乡支援抢险排水工作；联系湖北分
公司紧急支援 2条皮划艇，助力新乡
抢险救灾、人员救援工作，展现了央
企担当。

微光成炬 奉献如虹
罐车司机化身“白衣战士”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
南分公司认真落实地方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的工作部署，第一时间响应、
第一时间排查、第一时间管控，坚决
做到防护力度不减、油品供应不断、

服务标准不打折，全力以赴战“疫”
保供。

在做好内部防疫工作的同时，油
品保供工作也容不得丝毫松懈。针
对河南中高风险地区的具体情况，第
一时间启动封控区内与封控区外双
循环“防疫保供”模式，确保油品稳定
供应。在封控区外，及时整合人员和
配送车辆，开足马力做好“防疫保供”
工作；在封控区内，积极响应落实各
地政府防疫要求，留足值勤人员，其
余员工居家隔离。各地区油品配送
实行专车专人专线模式，驾驶员与随
车人员中途不下车，全程佩戴口罩，
全程封闭式管理。

2022 年 1 月份以来，在周口太
康、许昌禹州等地区全域封控的关
键时期，为了保障政府用车、防疫医
疗用车以及民生保障车辆用油，该
公司第一时间成立“防疫保供”党员
突击队，提前为进入封控区配送油
品的驾驶员配齐医疗防护用品，驾
驶员穿上医疗防护服，化身“大白”
全副武装执行配送任务，归来的驾
驶员还要进行集中隔离，干部员工
毫无怨言，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
油品保障。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在发展主
营业务的同时，河南分公司高度关注
民生，注重扶贫帮困、赈灾救危，积极
造福地方，回报社会。

聚阳才能生焰，拢指才能成拳。
多年来，河南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每年定向购买河南台前
县扶贫农产品作为员工福利，帮助该
地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

河南分公司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切入点，成立志愿服

务队，深入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献爱
心送温暖，组织员工参加“爱心衣加
衣”捐赠、“绿城使者”植树护绿、疫情
防控知识宣教等活动，切实将“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发
扬光大。

多年来，河南分公司积极践行着
“山塌路断油不断”的铮铮誓言，2015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
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9年第十
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等关键时刻，都能
够积极履行国有企业责任，响应政府号
召，挺身而出，全力做好油品运输工
作。该公司先后获得河南省消防工作
先进单位、郑州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郑州市防汛救灾红榜企业等荣誉称号。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分公
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践行国
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
责任，充分发挥专业成品油运输优
势，全力抒写中国石油运输助力中原
更出彩的新篇章。

豫油铁军保供中原 初心使命闪光一线
——中国石油运输河南分公司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牢记发展初心 践行责任担当
——豫坡集团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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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坡集团始建于 1958年，地处西平县产业集聚区柏

国大道东段，下辖河南豫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平县豫

坡老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建厂60多年来，豫坡集团

摸索出一条集生态酿酒、文化观光、生态种植于一体的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并且取得积极成效，成为西平县

经济发展重要力量。

多年来，豫坡集团以党建为引领，始终不忘“为员工谋

福利增加收入、为社会献爱心担当责任、为国家创利税勇

作贡献”的初心和使命。2009年，豫坡集团成立“基酒基

金”，并且一坚持就是十多年，为家乡教育事业持续不断奉

献爱心。2016年以来，在西平县委、县政府号召下，豫坡

集团党总支又积极投身地方脱贫攻坚工作，以实际行动助

力家乡打赢脱贫攻坚战。

饮水思源不忘本，发展不忘报乡梓。2009年，为
助力家乡教育，豫坡集团设立了豫坡老基酒爱心助学
基金，以“一瓶老基酒、一元助学金、一片关爱心”为
理念，先后出资300多万元，通过13年的坚持累计资
助了1400多名贫困学子，其中残疾人家庭学子20多
名。通过建立爱心助学长效机制，为家乡教育事业的
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如今，作为一个知名公益品牌，

“基酒基金”已成为西平县当地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为豫坡集团赢得了赞誉。
多次受邀参加“基酒基金”发放仪式的西平县

老促会会长、西平县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王梅军表
示，豫坡是西平县的名片，是西平人的骄傲。在企
业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豫坡集团始终以创造效
益、回报社会为己任，豫坡“基酒基金”的设立，起到
了很好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助力家乡教育事业
发展，展现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2016年，西平县脱贫攻坚工作启动后，作为县
工商联主席单位和企业家协会会长单位，豫坡集团
积极响应号召率先采取行动，先后组织全县 93家
非公企业与60个贫困村结成了帮扶对子。

豫坡集团则与老王坡管委会陶庄村结成对子，
进行精准帮扶。集团党委及集团管理层经常深入
老王坡管委会陶庄村走访贫困户，并同驻村干部一
起协商脱贫之策，家中有贫困学生的列为金秋助学
对象，有就业需求的安排到豫坡集团工作，最终推
动陶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了脱贫攻坚目标，因为工
作做得好，企业还被西平县人民政府评为全县扶贫
攻坚就业基地。不仅如此，豫坡集团还协调利用各
种资金 1800万元，帮扶了老王坡管委会、盆尧镇、
嫘祖镇的993户贫困家庭，带动人均增收1000元，
被评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落下一位残疾人。在扶
贫助残行动中，豫坡集团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和职工
人人关心、支持、参与扶贫助残，通过产业助残、就
业助残和公益项目助残，取得了扶贫助残、扶弱济
困的新成效。

集团党委提出了“一名党员帮扶一个贫困残疾
人家庭”的帮扶措施，查找致困原因，找出解困办法，
实现脱贫目标。针对残疾人劳动力弱、劳动力少的
情况，豫坡集团为轻度残疾人员提供了卫生管理、花
草维护等轻劳动力岗位；对于重度残疾人员家庭成
员，豫坡集团提供了酿造工、包装工、市场营销等岗
位，帮其实现家庭增收，最终帮助400多名贫困残疾
人解决了增收难题，为其实现脱贫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豫坡集团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残疾人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全省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基地”。

2020 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豫坡集团高
度重视，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迅速研究部署，公司各级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控工
作。1 月 29 日，豫坡集团积极响应号召，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开展了内部捐款活动，各豫坡人积极响应，踊跃
献爱心！同时，豫坡集团还向西平县红十字会捐助抗疫
物资 10 万元。与此同时，豫坡集团还积极组织党员冲
在抗疫第一线，在做好厂区防疫的基础上，号召大家走
进社区、乡村助力防疫抗疫工作，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2021 年夏天，受暴雨影响，郑州、新乡、安阳等省辖
市接连出现城市内涝等灾情，防汛形势非常严峻。省市
各级党委政府、人民群众及各地救援队伍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豫坡集团更是积极
行动，向县红十字会捐赠救灾消杀物资 10万元用于灾后
防疫。最终，在省红十字会统一调度下，这批消杀物资被
送到新乡市卫滨区南桥街道办事处，为那里的受灾群众
解了燃眉之急。

去年盛夏来临，为防疫抗疫、助力“三夏”安全生产，豫
坡集团向西平县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20万元帐篷，帮助交
警、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者，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2022年 1月 19日，在西平县工商联倡导下，豫坡集团为美
丽乡村建设再次提供助力，捐赠了一批价值 10万元的爱
心灯笼，用以装点家乡，共建美丽西平。

与此同时，每年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豫坡集团党委
都会派出党员骨干慰问武警官兵。

新的时代，新的征程。红色引领下的豫坡集团，以打造
百年企业为目标，推动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反哺
着社会，积极参与着各项公益事业，用行动践行着发展初心。

□朱西岭 徐登科

抗
疫
防
汛

冲
锋
在
前

基金助学 心怀大爱

党建引领 扶贫济困

“基酒基金”爱心助学。 向受灾群众捐赠物资。

爱心捐赠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捐赠物资防疫抗疫。

中国石油运输河南分公司供油车辆在行驶途中。

该公司干部员工在抢险救灾第一线。

该公司油罐车整装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