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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库在高质量发展中如何做好角色定位
王思清[1]

[ 摘  要 ]面对集团公司对油气业务提出的打好扩销提效攻坚战，建设高质量营销网络、开发高

质量市场客户、实施高质量营销策略、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四个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石油浙江销售

分公司嘉兴油库（以下简称嘉兴油库）作为中国石油在浙北成品油市场重要的仓储中转基地，认真

分析自身特点，立足优势，积极融入高质量发展体系；通过突出关键节点，正视困难和不足，践行

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探索油库持续高质量发展途径，开辟出服务保障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 关键词 ]成品油销售；油库；高质量发展；共建共享

全球次贷危机和两次油价战争带来了成品油

“买方”和“卖方”市场的急剧转变，中国石油在

南方市场的业务拓展面临终端需求增速放缓、网络

开发成本高企、盈利能力薄弱等新常态，高质量

发展成为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油库

作为销售企业的服务保障环节，应该走怎样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上新工艺、换新设备等高投入不一定

能获得高产出，且停业改造升级会导致地区供应保

障链断裂，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巨大影响。显

然，油库的高质量发展与单纯以硬件改造升级不能

画等号。下面以嘉兴油库为例，谈一谈油库在成品

油销售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好角色定位。

一、找准特点立足优势，融入高质量发

展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变化，是企业发展从“有

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大不大”转向“强不

强”。审视嘉兴油库在中国石油浙江地区的油库网

络布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地理位置优越

嘉兴油库位于嘉兴市乍浦经济开发区港务局

内，地处浙江省杭州湾北岸入海口，西靠杭州湾跨

海大桥。油库主要承接东北下海成品油，距上海金

山卫和嘉兴市区各约40公里，距杭州、湖州市区分

别约100公里和120公里，所处地区高速路网密布、

内河交错，交通发达。

（二）仓储中转能力强

嘉兴油库现有储油罐16个，库容6.8万方，此

外与合作的民营东恒油库毗邻管连，总体可用库容

超10万方。水路、公路付油泵12台，设施设备完好

率100%，年中转能力超100万吨，占中国石油浙江

销售分公司销售能力的1/3多。

（三）油库中转成本相对较低

2018年嘉兴油库物流成本仅为37元/吨，是沿

海一次物流油库中最低的，提高嘉兴油库的中转能

力可以有效地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四）成品油保供责任重

中国石油在浙北地区现有油库实际可用库容

不足14万方，且仅有嘉兴油库1座为沿海一次物流

库。2018、2019年中国石油在浙北杭州、嘉兴、湖

州成品油销量分别达到105万吨和115万吨，基本都

需要从嘉兴油库中转，保供责任重大。

（五）直面客户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1]王思清，中国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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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油库不仅直接与海运、河运、公路运输承

接商打交道，还承担着配合协调港航、海事以及安

监等政府机关部门的任务。

由此，我们把嘉兴油库定位为既是保障浙北

能源稳定供应、建设高质量营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优化资源布局、实施高质量营销策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值得员工忠诚企业、客户

首选品牌、行业参与者信赖伙伴”理念、提供高质

量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突出关键节点，践行高质量发展 
要求

确立了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嘉兴

油库从提高油库仓储中转效能、强化安全环保和计

质量管理、完善客户服务功能、凝聚员工队伍向心

力等方面着手，全力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

（一）冲击“100万吨”工作目标，着力提升外

海码头靠泊能力

1.仓储布局的先天不足造成二次物流、三次物

流是仓储物流成本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在客观条件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

要想降低仓储物流成本，就必须降低其他储备库的

中转量。嘉兴油库力推“100万吨”工程是降低公

司储备库中转量的重要途径，其关键是解决乍浦外

海码头靠泊能力不足的问题。

乍浦码头作为嘉港石化的化工码头，由嘉港石

化、东恒石油、中国石油等多方共用，作业繁忙，

且px船、外贸船等大型船舶要优先靠泊，造成石油

运输船滞港期较长、大型船业主不愿来的局面，大

多数情况下只能小吨位船只靠泊。提高靠泊能力最

“核心”的工作就是提高靠泊船只的吨位，从而提

高码头的卸船效率。

2.突出共建共享，巩固和谐稳定大局是中国石

油高质量发展的五大举措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推进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及合作

伙伴共享发展成果，让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嘉兴油库按照“提高效率、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思路，坚持内部精细管理和外部关系协调“两手

抓”。我们把嘉兴油库比作鱼，地方政府就是水。

油库积极配合、支持地方政府行使职能，才能促

进政府监管与油库发展相得益彰。嘉兴油库联合调

运、营销部门多次共同出击，主动协调嘉兴港务

局、嘉兴港区、海事局等地方政府，形成良好的沟

通协调机制，不断强化嘉兴油库是东北下海油进入

浙江的主渠道、对浙北地区成品油供应起到支撑和

桥头堡作用等意识，成功取得地方政府对中国石油

驻浙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建立了互信互利关系。同

时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共同出发点，嘉兴油库

与嘉港石化坚持每天信息互通、每周面对面协调、

每月例会总结，提高码头效率。通过信息共享、多

效并举、提前预报，2018年嘉兴油库中转量达到

101万吨，占全省中转量32%，创造了自建库以来

单码头中转量超百万吨的历史；2019年单船次载重

同比增幅11%，平均每船装油9100吨，同比增加

1200吨/船。并由此实现了多方共赢：一是港务局

中转量得到有效提升；二是海运公司大船运费降低

40元/吨；三是码头业主方的中转效率和营业收入大

幅提升；四是油库综合仓储成本下降，同时确保了

中国石油在浙北市场的稳定供应；五是员工的工作

量也有所减小，采用大船靠泊后，抽样取样化验的

次数大大降低（乍浦码头到油库有5公里多）。

（二）适时推进收发油管线工艺改造，着力提

高油库码头作业效率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稳固可靠的根

基，高质量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2018年7月结合

嘉兴油库隐患治理施工，嘉兴油库通过对罐内收发

油管线工艺改造，消除了公路平台和内河同时发油

造成油品带水的设计缺陷，大大提高了内河码头的

作业效率，改造后油库运行效率提高了近30%。通

过积极协调东恒公司外海码头油船靠泊作业计划，

减少油船待靠泊等待时间，降低了船舶滞港费用。

（三）软、硬件齐头并进提升作业效率、改善

窗口形象，着力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运营水平的高质量就是突出稳健和效率。在

硬件提升上，平台付油采用一卡通自动付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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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4个发油岛4个发油鹤位由4台“E+H” 质量流

量计加电液阀控制。另外，为提高公路发油效率，

新增了6台“科里奥利”，其质量流量计质量正在

调试中。付油作业流程均由定量发油系统控制。水

路付油两个500吨级发油泊位，一期汽油装船油泵

房3台装油船泵，二期柴油装船泵房2台装船泵，水

路付油由4台“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加电液阀控

制，付油作业流程也均由定量发油系统控制。

在软件提升上，为优化提高人员运营效率，油

库实行大班组运行模式，共有4个运行班组实行四

班两倒。此外，还有辅助班负责油库设施设备检维

修、接卸班负责油库船舶调运、计量班负责油库计

量工作。

（四）全面深化油品计质量管理，着力打造诚

实守信、精益求精、担当责任的企业形象

发展基础是高质量的根基和前提，发展基础的

高质量要突出品质与和谐。

1.嘉兴油库在计量管理上，积极推进计量管理

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一方面从完善制度着

手，结合业务流程优化工作修订出台了计量管理办

法、流量计管理规定、纠纷处理规定等制度。同时

严把损耗“三关”，即源头损耗关、库存盘点关、

设备设施关，在源头损耗关强化诚信交接，在库存

盘点关强化监督与检查常态化机制，在设备设施关

强化日常自检，油库损耗率降至0.095%水平。

2.在质量管理上，中心化验室严把入库和出库

质量关，同时强化非常时期高效处理能力。中心化

验室不仅担负着嘉兴油库收发存检验工作职责，

而且还负有全省油品质量监督检验职责。2019年

累计检测油品2300余批次，其中入库检测150余批

次，出库检测650批次，外部委托及抽检超过1500 

批次。

3.在窗口建设上，一是服务场所改善提升。嘉

兴油库设公路付油停车场一个、电子叫号显示屏一

个，对于等待提油的车辆提供休息区，开票室供应

热水，每年夏季专门针对特殊天气制作冰绿豆汤，

温馨做好司运人员的防暑降温工作，全面提升油库

服务窗口形象。二是延伸客户服务内涵。针对客户

车辆灭火器不合格，提供灭火器入库装油；针对第

一次到油库装油不了解安全要求的进行培训，提供

工作服和工作鞋等，有效化解“规定”与“人情”

的对立矛盾，真正落实客户服务的品质提升，实现

了严格执行规定要求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三

是强化与销售单位的信息共享和系统互联。拓展嘉

兴油库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积极配合公司整体的资

源供应保障工作。2015年12月起因雅山大桥（危

桥）进出油库的主要路段禁止危险品车行驶，在油

库与调运、营销等部门多方面争取下由港区管委会

主要领导牵头协调，实现了中油运输车队和部分批

发客户罐车一期码头准入许可；针对油库周边道路

早晚高峰限行问题，实施了加油站客户晚上照常发

油机制。

三、正视困难和不足，探索油库持续高

质量发展途径

从长远看，嘉兴油库的发展仍面临以下问题：

（一）油库无自有码头，转量的提升始终受第

三方卸油码头的制约

嘉兴油库重上100万吨是通过提高乍浦外海码

头靠泊效率来实现的，着眼未来，嘉兴油库要保持

高效运行，持续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做贡献，面临着

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1.加大多方沟通协调力度，不断提高乍浦码头

的利用效率，巩固多方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培育

好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生态圈，不足之处在于多方协

调的影响因素较多、不确定性较大。

2.加强与民营东恒油库的租赁合作，降低吨租

成本，有效利用东恒码头的补充、辅助作用，不足

之处在于吨租成本逐年提升。

3.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推进与东恒油库的股

权混改合作，从根本上解决嘉兴油库的瓶颈问题。

（二）油库隐患治理工程施工改造对公司调运

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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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油库隐患治理工程施工改造期间兼顾发

油工作，将对供应保障的影响降到最低，嘉兴油库

采取了以下措施：

1.积极与港区政府部门多方沟通协调，取得内

河码头分段施工的许可，实现油库边生产边改造，

避免油库全面停产。

2.严格管控施工风险，全员参与现场监管，合

理排布生产作业计划。

3.优化生产与改造安排，改造期间单码头作

业发油18万吨，较从海滨油库中转方式节约160万

元；一期公路平台共发油15万吨，较由东恒油库代

发方式节约146万元，累计节约费用306万元。在改

造期间，油库生产和工程两不误，最大限度地完成

了浙北地区油品保供任务。

四、几点思考

（一）没有所谓“无关”高质量发展的单位和 

部门

有的部门或个人，现有工作看似既不涉及网

络开发，又不参与销售环节，也不直接面对客户终

端，似乎与四个高质量发展要求无关，其实不然。

处于企业价值链条中段的油库运营，如何与“四

个”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融合，通过嘉兴油库的事

例可以看到，找准定位、契合发展要求很关键。嘉

兴油库正是在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优势和困难的

基础上，找到了突破口，持续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任何部门和个人在企业的发展生态圈里

都是协调统一、共生共享的关系，不能置身于共同

发展的体系之外，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全体员工共

同努力才能快速、顺利实现。

（二）对待客户的“从严管理”与“人性化服

务”的对立统一

目前批发客户有很多是社会单位的运输车辆进

库提油，而这些运输车辆的硬件条件、司机和押运

人员的素质相对较低，经常出现提油车辆灭火器丢

失或损坏等不符合油库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油库

员工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这些客户只有在整改

到位后才能进库装油，这样就会造成一些客户的抱

怨。嘉兴油库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通过在油库门

口常备一些灭火器及防静电服装及鞋、安全帽等措

施解决了严格按章操作与人性化管理的矛盾，提高

了付油效率，受到了所有提油客户的好评，用真心

诚意服务好客户，解决好了“从严管理”与“人性

化服务”这一矛盾体的对立统一，为其他油库树立

了榜样。

（三）隐患治理和保障生产运营的协调统一

统筹优化资源配置，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

确保生产经营平稳运行，是保证运营水平高质量的

关键。中国石油到南方市场发展了20年，现有油

库经过多年运营陆续会出现设备设施老化、不符合

安全生产要求的情况，隐患整改是不得不面对的问

题。在浙江市场我们一直面临油库网络布局先天不

足的局面，任何一座油库停业改造都会对全省调运

工作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影响。如何将

这一影响降至最低是我们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嘉

兴油库在油库隐患治理工程施工改造期间兼顾发油

工作，通过加强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取得内河码头分

段施工许可、强化现场监管等措施，确保了油库生

产和工程改造两不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浙江市场

油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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