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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中模范到单位标兵
□本报记者 张江艳———记顺义区税务局监察室职工韩迎基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朝辉

———记北京市劳模、燕山石化首席技师刘劲松
一条合理化建议年创效4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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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税务干部态度好， 人
真实在！” 在顺义区税务局监察
室， 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韩迎基
常常受到客户夸赞， 只要找他办
过业务， 都对他的热情、 专业留
下深刻印象。 其实， 很多人不知
道， 韩迎基是一名转业军人， 仅
仅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门外汉到
业务骨干， 这一切， 有他自己的
努力， 更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18岁参军， 韩迎基扎根部队
20年， 先后驻防内蒙古、 河北、
北京等地， 从一名山东革命老区
山村走出来的普通战士成长为北

京军区某部正营职政治教导员。
在部队工作期间， 他先后荣立二
等功1次、 三等功4次， 并被北京
市授予 “拥政爱民模范 ” “军
（警） 民共建先进个人” “首都
绿化美化积极分子” 等荣誉。

2011年， 韩迎基正式转业 ，
回到顺义从事税务工作。 刚到税
务所， 意识到学习税收业务的重
要性 ， 他主动学习相关税收政
策 、 法律 、 法规和会计业务知
识， 不断强化业务技能。

2013年 6月 ， 他努力自学 ，
考取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并经
局考核成为 “征收管理骨干团
队” 成员， 实现了从军队指挥员
到税收管理员的华丽转身， 从最
初内勤的综合业务岗干到外勤的

监控评估和审批核查岗。
2015年， 韩迎基被调入局纪

检监察部门， 又潜心钻研纪检监
察业务， 充分利用参加市局联合
检查组、 区纪委检查组等多种机
会提高锻炼自己， 很快成长为既
能独立办案又能处理综合业务的
纪检干部。

从人事科、 基层税务所到监
察室， 不论身处哪个岗位， 韩迎
基都踏实肯干， 认真做好每一项
税收业务， 从未出现一丝差错。
他负责两个镇约1000余户企业的
纳税服务管理， 为了让纳税人满
意而归， 他对每一位上门的纳税
人 总 是 耐 心 细 致 地 讲 解 税 收
业 务 的有关规定 ， 解答各种疑
惑， 解决税收业务问题， 真诚服

务纳税人。
从部队到单位， 韩迎基扎扎

实实地做出了成绩。 ２０１３年７月，
他被所在局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 ，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间4次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获嘉奖4次，
荣立三等功1次。

对此， 韩迎基说的最多的就
是对妻子的感谢。 “尤其是在部
队的时候， 一边是家庭的压力 ，
一边是卫国戍边的使命感， 这都
多亏了我的妻子能够一直守候在
我的身后。 她独自一人照顾老人
和孩子， 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
正因为有了妻子聂美玲的理解和
支持， 有了和谐小家庭的后盾，
韩迎基才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了
下来。

近日， 来自北京同仁堂、 首
钢集团、 北京建工集团等首都各
行各业的100名能工巧匠获评“享
受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
员”。 其中，燕山石化公司首席技
师刘劲松位列其中， 成为石油石
化行业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

“最强大脑”成功改
造直馏柴油裂化装置

夺得过全国石油石化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金牌， 获得过全国技
术能手和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中压加氢装置工段长刘劲松在燕
山石化炼油系统是公认的 “大
师”。 然而， 面对该装置为最大
量生产航煤产品而采用直馏柴油
裂化新技术进行的技术改造， 他
却一筹莫展了。

如此大的改造项目， 留给方
案设计、 物资采购和改造的时间
只有短短不到半年时间。 为此，
刘劲松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设
计单位提供浩如烟海的基础数
据。 然而， 装置几经改造， 很多
基础数据都已残缺不全。 为了掌
握最新的第一手资料， 刘劲松开
启了 “五加二 ” “白加黑 ” 节
奏， 带领装置骨干夜里挑灯查图
纸， 白天穿管廊、 越管线、 查设
备铭牌。 仅仅2周的时间， 刘劲
松就给设计单位提供了上万个准
确而详实的技术数据。

“我不同意切削叶轮！” 在
设计方案审核过程中， 作为项目
负责人， 刘劲松锱铢必较， 反复
比对， 从不放松对每个细节的把
控。 这不， 关于是否需要切削分
馏塔底油泵P609叶轮的问题， 他
又和设计单位 “杠” 上了。

原来， 中压加氢装置改造为
直馏柴油裂化后， 在满负荷时分
馏塔底油泵P609的流量仅仅有
54.41吨/小时， 而P609即使按设
计负荷的下限60%计算也需要90
吨/小时， 由此可见 ， 改造后分
馏塔底油泵P609的流量太小， 泵
只能低负荷运行， 明显不能满足
工况要求。 为此， 设计单位提出
将P609泵的叶轮进行切削， 从而
将大泵变成小泵。 但是， 根据公
司生产管理部计划， 当氢气资源

不足时， 装置需按缓和裂化方案
运行， P609流量就会增加至110
吨/小时以上。 这时 ， 切削后的
单台泵就不能满足精制工况时的
流量要求了。 于是， 设计单位再
次建议两台泵同时运行。

“通过计算塔底产品量和循
环量， 我认为两台小泵仍然无法
满足工况要求，不仅浪费能源，而
且运行稳定性差， 不利于装置长
周期平稳运行。 ” 刘劲松据理力
争， 进而提出自己的建议———本
次改造P609不进行叶轮切削， 而
是在直柴裂化方案运行时， 充分
利用新增循环线流程， 通过增加
塔底油循环量， 将P609流量控制
在65吨/小时以上 ， 保证机泵正
常运行。 同时为了避免执行裂化
方案时P609出现 “大马拉小车”
的现象， 可以将其中一台泵的电
机改为变频电机， 这样既可以兼
顾精制、 裂化两个方案， 又可以
降低装置电耗， 每年可节约电费
53万元， 降本减费成果显著。

中压加氢装置改造期间， 类
似这样的建议， 刘劲松提了50多

项。 随着国内第一套直馏柴油裂
化装置的一次开车成功， 刘劲松
疲惫而沧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胜
利的微笑。

攻克循环氢脱硫系
统的 “拦路虎”

燕山石化1000万吨/年炼油
系统改造工程投产后， 中压加氢
裂化装置开始加工高硫原油， 循
环氢系统中的硫化氢含量更是高
达3%～8%，导致反应、分馏系统腐
蚀加剧， 急需循环氢脱硫系统发
挥作用。 可是，该系统自中交后，
由于存在串压隐患及贫液量不足
等问题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这成
为摆在刘劲松面前的 “拦路虎”。

怎么才能让循环氢脱硫系统
起死回生、 重见天日呢？ 刘劲松
经过深入思考， 提出了这样的思
路———首先， 将贫液入循环氢脱
硫塔截阀更换为单向阀， 同时根
据高压系统单向阀为双阀设计的
要求， 在贫液泵 （P511） 出口总
线再增加一个单向阀。 这样在贫

液泵（P511）因故障停运时，两道
单向阀可以避免高压氢气经过贫
液泵返回线串压至贫液罐的事故
风险；其次，由于三废装置贫液量
不足， 不能满足循环氢脱硫贫液
泵（P511）最小流量及低流量联锁
要求。 因此在投用循环氢脱硫系
统初期， 可将装置干气脱硫系统
富液改至贫液罐作为补充贫液使
用， 这样可保证循环氢脱硫系统
正常运转起来。 待系统正常运转
后，反应、分馏系统硫化氢含量会
大幅降低， 此时可将干气脱硫节
省的贫液用于循环氢脱硫系统，
这样既可以甩出干气脱硫富液，
使两个系统独立运行， 又可以在
贫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实现流程
互用， 增加了贫液系统的灵活性
和可操作性，可谓一举两得。

按照刘劲松的思路， 循环氢
脱硫系统终于顺利投用， 大大改
善了中压加氢装置的腐蚀环境，
进一步降低了装置能耗， 拓宽了
原料适应性， 年创效益446万元，
并获得燕山石化公司合理化建议
一等奖。 刘劲松用聪明才智和倾
情付出， 诠释了一名优秀的蓝领
技术工人价值之所在。

工作室 “十八条好
汉”护航装置优化运行

2018年， 燕山石化炼油部中
控室进行整合 ， 催化柴油加氢
（LTAG） 装置控制室需要暂时搬
迁。考虑到安全因素，必须得先把
装置停下来再实施控制系统移
位。 然而装置一开一停无疑会造
成很大损失， 进而影响整个生产
计划的完成。 为了将损失降到最
低， 炼油部领导提出控制室在线
移位这一大胆设想———即在装置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把DCS控制
系统从原来的控制室挪到外操
间。 而这，必然要冒巨大的风险，
在中国石化系统内也无先例。

组织讨论预案， 提前进行风
险防范， 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这些工作全部落在了刘劲松工作
室的肩上。 几名核心成员彻夜筹
划，慎之又慎。到了实施在线移位
的这一天，大家更是严阵以待。

SIS、 DCS、 3C等系统陆续

下装数据，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就在大家以为平安无事， 即将结
束整个操作的时候， 在现场盯守
的 工 作 室 成 员 张 炎 突 然 听 到
“啪” 的一声， 紧急泄压阀动作
了。 “压缩机停了！ 按照预案，
立即恢复！” 步话机里传来刘劲
松急促而果断的声音。 面对因联
锁误动作而导致的压缩机停机，
刘劲松密切观察反应参数的变
化， 通过步话机指挥张炎做好紧
急泄压准备， 安排设备人员开启
循环氢压缩机和进料泵， 用最短
的时间恢复了生产运行。 “我们
之所以敢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底气主要来自我们有刘劲
松工作室这个团队的技术支撑！”
炼油部主任杨有亮感慨万千。

刘劲松专家工作室正式挂牌
成立一年多以来， 凝聚了18名有
技术、 有思想、 想干事、 能干事
的技术骨干， 围绕临氢装置优化
运行、 提升技经指标进行技术攻
关， 成为加氢装置的 “主心骨”
“定盘星”。

每天下午5点以后， 别人都
下班回家了， 刘劲松却坐下来，
像医生填病例一样 ， 将高压加
氢、 蜡油加氢、 中压加氢、 柴油
加氢、 航煤加氢、 LTAG共6套加
氢装置的生产运行情况、 原料及
产品质量情况 、 固定床运行情
况、 日常防腐监测情况逐一进行
梳理、 汇总、 填写和分析。 “编
写临氢装置运行日报这项工作虽
然很繁琐， 还要占用大量业余时
间， 但通过对装置核心数据的掌
握， 可以随时监控临氢装置的运
行状态 ， 及时发现装置潜在风
险， 防止装置运行波动， 减少非
计划停车的发生 ， 意义十分重
大。” 刘劲松坦言。

在刘劲松的带领下， 工作室
还先后对炼油系统6套加氢装置
的502个联锁回路进行梳理， 并
相继解决了加氢装置铵盐腐蚀严
重以及航煤产品银片腐蚀问题，
为加氢装置的安全稳定运行和产
品质量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
“在中石化同类装置竞赛中， 燕
山石化航煤加氢装置前进5位 ，
夺得第1名， 刘大师功不可没！”
杨有亮竖起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