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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钢管：历尽转型阵痛奋力崛起
□ 张涛 龚赞 陈元根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石油行业用
管数量锐减的双重不利因素叠加，近
年来，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攻坚克
难，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精益
生产，拓展社会市场，发展仓储物流，
外揽检测业务……通过几年的不懈努
力，公司各项经营指标持续向好、稳定
上升。

机声隆隆，热火朝天，资阳石油钢管
有限公司各车间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生产量不断攀升，2017 年生产
钢管 7.62 万吨 ，2018 年 10.49 万吨，2019
年 10.04 万吨，今年目标是 11 万吨。”公司
生产安全部部长常炜如数家珍。

据介绍，公司以销定产，根据市场订
单，发挥制管、防腐生产线能力，人随订单

走，人随机组走，采取“3+2”（3 个机组生
产，两个班组负责后续工作）和“2+1”（2个
机组生产，一个班组负责后续工作）模式
组织生产，最大限度降低人力资源浪费，
用最少的人完成更多的生产任务。

常炜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曾停
工 1个多月，但截至 6月 24日，已生产钢管
4.15万吨。

七十年代建厂的资阳石油钢管有限
公司，过去一直专为中石油内部供管，几
年前，由于中石油行业用管数量锐减，石
油业内市场萎缩，公司面临生存危机，开
始转型，拓展社会市场。

为此，公司组建专门的销售队伍，开
展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西、湖北、湖
南的燃气、水务用管的营销和服务。公司
总经理张毅亲自上阵洽谈业务，公司领导
班子带头营销、服务。采取联合体营销、技
术营销、合作营销等多种模式，公司钢管社
会市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2017年公司

实现新增订单 10.65万吨 ，2018年 13.43万
吨，2019年 11.96万吨。

“今年目标是新增订单 15万吨。截至
6 月 23 日，公司新增订单 7.69 万吨，提前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公司营销中心
支部书记、副经理李学文介绍，公司社会
市场订单在公司订单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2019 年社会市场订单占公司订单总量的
90%以上，而今年 7.69 万吨全部为社会市
场订单。

2013 年至 2017 年，公司连年亏损，
2018年起公司扭亏为盈。

做物流，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公司老厂区位于成渝铁路侯家
坪车站旁，拥有一条铁路专用线和较
宽的厂房、场地。通过铁路开展大宗
货物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公司在资
阳首屈一指。

公司物流中心为西南油气田页
岩气大开发做仓储物流，开通了铁路
集装箱运输业务，对资阳经济建设中
所需的粉煤灰、碎石、碳渣，通过铁路
专用线接卸运。此项业务量大，平均

每月保持在 150组（每组 2个集装箱）
近万吨运输量。同时，用火车发送百
威啤酒，与韩国现代旗下格罗唯视物
流公司签订框架协议，为其开展韩国
现代汽车整车出口运输业务。

“2017 年 550 万元，2018 年 1700
万元，2019 年 2300 万元，公司物流收
入每年快速增长。今年受疫情影响，
截至目前实现物流收入 1000万元，预
计今年实现收入 2300万元，与去年持
平。”公司物流中心经理李东胜胸有
成竹。

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持有美
国石油学会 API 会标使用许可证、
挪威船级社和中国船级社 ISO9001:
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实 验 室 认 可 证 书 、国 家 特 种 设 备

（压力管道原件）制造许可证以及
资阳市石油天然气管材工程技术
中心、四川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等，其设备齐全，
检测能力强，实力雄厚。

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分为理化试
验班组、油套管检测班组。理化试验
班组包括 3 个试验室，其中机械试验
室主要进行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检
测，化学金相试验室主要进行金属材
料的化学分析及金属材料的显微组
织观察，防腐试验室主要进行三层聚

乙烯防腐层检测。理化试验班组在
保障内部产品检测的情况下，同时对
外承接检测业务。油套管检测班组
对外开展油管、套管螺纹几何尺寸、
无损探伤检测。

然而，几十年来，公司技术质量
中心仅为公司产品提供检测服务。
伴随公司转型走向社会市场的强劲
步伐，从 2018 年起，中心大规模地开
展外揽检测业务。

“目前，中心在四川省江油市两
地带设备上门驻点检测，在山西省定
壤县、广西省南宁市、甘肃省兰州市
开展输油管道钢管检测。”中心主任
彭彬如是说。

2017 年，公司对外检测创效 30
万元，2018 年创效 300 万元，2019 年
创效 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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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喜讯传来，中石油集团公
司批准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建设
一条油套管生产线，服务西南油气田
页岩气开发，设计生产能力 5万吨，预
计 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到时，公
司将告别一管独大（铺设在地面的一
根横管）的历史，新增一根“竖管”，开
启“横、竖”两管的新征程。

公司物流中心与资阳公铁物流
公司合资合作，征地 80 亩，建物流园
区，新增冷链仓储配送基地、钢材仓

储集散基地，并进一步扩大集装箱接
卸能力，做大做强物流产业。

同时，公司继续发挥技术质量中
心的优势，改变目前仅在石油行业内
开展对外检测业务的现状，拓展石油
行业外社会检测市场，扩大检测项
目，创造更大检测效益。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
奋蹄。”如今，走过转型阵痛期的资阳
石油钢管有限公司，正以新的面貌崛
起在资山雁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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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病情怎么样，生活方面能不能自理？”6月 22日，由雁
江区残联和市精神病医院联合开展的精神、智力助残上门评残服
务走进雁江区老君镇，切实解决了镇上部分群众因行动不便、路
途遥远，难以前往医院进行评残的难题。

老君镇下坪村的患者黄某 10多岁就患上了精神疾病，平时
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愿意出门。“这次评残专家直接到家门口来服
务，真的帮了我们大忙。”黄某家人对专家的上门服务十分感谢。

“我们医院在重精管理治疗和评残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居
家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群众，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到医院参加评
残。”市精神病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施尚进说，此次组织评残
专家组深入到各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集中评残和入
户评残，是希望能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据了解，本次上门评残服务从 6 月 15 日开始，持续到 7 月 2
日结束。雁江区残联工作人员和市精神病医院残疾等级评定专
家会走进 26个乡镇及街道办，为 1600余名精神、智力患者进行评
残办证。 （刘一笑 黄智微）

不久前，市第一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经历了一场生命接力赛，
50 多岁的雁江区南津驿镇村民因急性心梗入院，胸痛中心多学
科协作，开通绿色通道，用了约 20分钟重新建立了患者心脏血管
通路，打通了患者“生命线”。

据介绍，该患者在地里劳作时突然晕倒，家人拨打了 120。
接到求助电话，市第一人民医院立刻派出救护车前往接病人。按
照胸痛中心救治指南，在返回医院途中，医护人员在救护车上就
为病患做了心电图检查，并线上发回医院会诊。2分钟内，会诊
反馈结论：初步诊断为急性心梗。

于是，胸痛中心立刻“一键启动”救治程序，手术室、医生、设
备、医疗物资全部提前到位。患者到达医院后，先手术治疗再办
理入院手续，花了约 20分钟就重新建立了血管通路，恢复了心肌
供氧供血。

“在救治急性心梗病人时，抢救时间和救治专业程度十分重
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王盛尧提醒，要警惕急性心
脑血管疾病，日常注意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血压和体重，预防

“三高”。 （郭菁）

截至 6 月 28 日 24 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本
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
密切接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

（社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
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急性心梗可危及生命
及时救治尤为重要

专家上门评残
“零距离”服务1600余名精神、智力患者关于资阳“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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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紫涵 李虹蓓

6 月 8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简
称《实施意见》），指导各地在常态化
防控工作中做好核酸检测工作，其中
明确了应动态调整检测策略和人群
范围，对8类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其
他人群“愿检尽检”。那么，究竟哪些
人群属于“应检尽检”，哪些人群属于

“愿检尽检”？检测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呢？近日，笔者采访市卫健委疾控科
科长罗文利，他就此作了解答。

哪些人群属于“应检尽检”
的范围？

罗文利介绍，按照国家的要求，有 8 类
人员属于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的范围，包括入
境人员、密切接触者、医院新入院人员和陪
护人员、发热门诊的就诊人员、医疗机构的
工作人员、监管场所的工作人员、社会福利
机构的工作人员、出入境的相关工作人员。

资阳主要是前 7类人员需要应检尽检。

哪些人群建议做自愿检测？

罗文利表示，自愿检测是根据个人的
一些判断，比如根据其旅居史、接触史需要
检测，可以到相应的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开展核酸检测。

同时，《实施意见》也对“应检尽检”和
“愿检尽检”的所需费用做出了明确要求。
罗文利说，“应检尽检”由当地政府解决检
测费；“愿检尽检”需要个人承担费用，个人
承担费用按照医保部门的价格规定，根据
医院等级不同，价格在 106元至 160元区间
范围内，三甲医院是 160元。

对返资人员采取了什么样
的防疫措施？

针对近日有部分市民对从北京等中高
风险地区返资人员表现出的担心，罗文利
表示，针对这类人员我市已采取了相应的
防疫措施，市民不必过分紧张。按照我市
的防控要求，从北京和其他中高风险地区
返资人群，应主动到社区报到，同时有关部
门也加强了人员排查，目前对从北京回来
的人员采取的是全员核酸检测。如果有核
酸检测证明，低风险地区的人员可以自由
通行。从中风险以上地区来资人员，均采
取居家和集中隔离管理措施。

核酸检测流程、方式、注意
事项有哪些？

针对市民较为关心的核酸检测流程、
方式、注意事项等问题，笔者前往市第一人
民医院核酸检测点进行了咨询。

针对单位或个人的“愿检尽检”，医院
制定了相应的检测流程。首先，市民需通
过医院微信公众号或门诊大厅自助机办
理预约挂号，然后到便民门诊或急诊科就
诊，根据医生开具的检测申请单，前往急
诊科采样点采集样本，24 小时均可采集，
而咽拭子是最常用的采样方式。采样时，
医护人员需要佩戴专业防护用具，将采样
棉签伸入被采样人员的咽喉部位采集病
原微生物，再放置到专业的试管中，等待
进一步检测，整个采集过程只需要几秒

钟。
市第一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科长蒋莉

介绍，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在采样前 2
小时内应尽量避免进食，采样前 30分钟避
免吸烟、喝酒、嚼口香糖，需携带身份证和
就诊卡。

什么时候可以领到核酸检
测报告？

根据标本采集时间的不同，领取核酸
检测报告时间也有所区别。

据介绍，标本采集时间在 8：00-17：00
的，领取报告时间为 5-7小时后；标本采集
时间在 17：00-24：00 的，领取报告时间为
次日 14：00后；标本采集时间在 0：00-8：00
的，领取报告时间为当日的 14：00后。

领取报告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资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线上查询；二
是携带身份证、就诊卡或医保卡到医院核
酸标本采集点自助机领取。

笔者还了解到，从 6月 24日 8：00起，市
第一人民医院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均需
要在门诊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每位新
住院患者限 1名陪护免费检测核酸一次，同
时取消住院病人探视。

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切
莫放松警惕

疫情发生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艰苦努力，我市疫
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已经连续 4个月无新增确诊病例。但是，当
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部分地方
也陆续出现本土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增
加了疫情的复杂性和不可确定性，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

罗文利表示，通过前期对资阳外环境
和重点人员的监测情况看，资阳的风险还
是比较低，但也不能放松警惕、掉以轻心，
仍然要做好个人防控工作。广大市民外出
特别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需要做好
个人防护和手部卫生，坚持做好保持一米
的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从中风险及以上
地区回来的人员，应当主动向社区报告，配
合社区共同做好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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