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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erprise culture of “double plus” model——“inheritance + innovation”, “concept + practice”
was crea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condens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ulture of petroleum
pipeline (CPP) enterprise.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Pipeline” culture takes root in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acts on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It has condensed the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power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cadres and staff are stimulated,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sustainabl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nd it becomes the vitality to stimulate the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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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石油管道企业文化的建立、凝练、创新，打造出“继承 + 创新”、“理念 + 实践”的企业文化“双
+”模式。实践证明，“管之道”文化扎根基层，作用于生产管理，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凝聚了人心
和发展动力，激发了广大干部员工创新、创造的热情，有效促进了企业科学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激发企
业科学持续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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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受国际油价持续低位震荡和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等因素影响，石油管道工程建设市场发
生了断崖式的变化，给中国石油管道局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上述形势下，中国石油管道局
强化企业文化建设，通过传承和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管之道”文化，凝聚鼓舞员工士气，构成了石油
管道员工共同的思想基础，促进了企业科学持续快速发展。

2. 强化价值引领，以企业文化形成发展合力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1]。中国石油管道局成立 40 多年来，经历了改革开
放、持续重组、业务转型等一系列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发展步伐从未停止，业务范围遍布大江南北，跨
越海内外，年收入达 300 多亿，成为一个没有围墙、超越国度、与世界多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的国际知
名企业。在企业文化一次次的“自我革命”中，和传统对接、与时代同行，成为引领企业科学持续发展
的鲜明旗帜。
多年来持续开展“传承八三精神，弘扬管道优良传统”主题教育，在每年的 8 月 3 日前后，采取座
谈会、报告会、故事会、图片展等多种形式开展主题教育，用老一辈石油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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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振奋精神、凝聚队伍；对新入职员工专门开设历史传承入厂教育课，将“八三”光荣传统融入其
中，使广大员工在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的同时，引导员工自觉作“石油精神”和管道优良传统的传承者、
践行者。
当前，中国石油管道局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强化管理提升、优化业务结构、大力开发市场、
创新技术工艺、确保和谐稳定，迫切要求进一步完善企业核心价值体系，发挥文化导向引领作用。在深
入调研、广泛征求不同层面员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石油管道局当前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基于
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文化变革与发展的需求，通过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中国石油管道局企业文化
理念体系，形成了新版《CPP 企业文化手册》。完善并形成了“挑战、精细、团队、创新、安全、和谐”
的核心价值观等文化理念，并针对油价断崖式下跌和市场大幅萎缩的不利局面，提出了由工程总承包商
向油气储运工程综合服务商转变的战略目标，确保了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增强油气储运领域综合服
务能力的同时，强化了服务意识。通过“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员工真正把
服务理念融入全业务、全过程，把核心价值观升华到攻坚克难、奋发有为的事业追求中来，真正做到与
企业同发展、共荣辱，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为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共同思想基
础。

3. 强化创新意识，以企业文化激发发展活力
在企业发展实践中，特别是近两年，基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相互促进”的基本思路，打造
“继承+创新”、“理念+实践”的企业文化“双+”模式，在弘扬石油精神和“八三”管道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凝练并不断丰富管道文化，使文化纵横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成为激发企业科学
持续发展的活力。
通过深入开展“重塑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大讨论活动，结合管道自身特点开展“加强党的建设、弘
扬‘石油精神’、践行管道文化”主题实践活动，使“石油精神”和管道优良传统作风成为每名员工的
思想主脉和行为方式。在中国石油管道局全系统内组织开展“企业文化创新实践”活动，对照梳理各项
经营管理制度，实现企业文化理念与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围绕项目文化、创新文化、团队文化、安全
文化、执行文化、学习文化、廉洁文化、和谐文化等专题，探索实践方法、推广工作案例、提炼文化成
果；组织“管道形象会客厅”展示活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不定期邀请基层单位，就各自在企业形象
建设上的亮点或特色工作进行展示；深化“告别不良习惯，杜绝违规行为，弘扬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党委书记讲安全”、“全员筛查不良行为和习惯”，并以此组织制作 4 册中国石油管道局安
全经验分享案例集口袋丛书，进一步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形成具有管道局特色的安全文化成果；加强项
目文化的总结与传播；加强国际文化成果的收集与总结。

4. 强化平台建设，以企业文化彰显发展实力
如同其他文化的传播一样，企业文化需要通过有效的宣传平台对外传播企业文化理念，展示企业发
展实力，才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社会认知度，塑造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以深入推进重塑公司良好形象
工作为契机，把企业形象建设与构建外宣传播体系工作同步谋划、同步推进，把大力弘扬“石油精神”
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紧密结合。
1) 构建“互融”企媒关系。中国石油管道局党委积极拓宽与外媒的交流渠道，健全外宣长效机制，
形成与国家级主流媒体手拉手(长期合作)、与属地化媒体面对面(互动交流)、与系统内媒体心贴心(深度融
合)的三级外宣体系，逐步扩大企业的对外话语权。以丰富外宣载体，拓宽外宣渠道，积极构建大外宣格
局为目标，持续深化与外部媒体的战略合作，在保证日常宣传、舆情应对外，积极探索深度调研、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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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等宣传新形式。以培训交流为纽带，适时组织外媒座谈会，邀请国家级知名媒体记者与基层宣传干
部业务对接，开展专项研讨，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外宣工作把脉会诊；以集订分送等多种方式为抓手，固
化与属地化媒体的合作模式，在典型选树、品牌宣传、主题活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有效提升企业
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以重点工程和重大活动为依托，借助能源通道建设宣传管道人的拼搏奉献，扩大企
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2) 构建“新型”传播体系。积极打造“一报一视一网二微”传播平台，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将
企业文化理念、年度的工作重点、工作思路、经营目标等及时传递给职工，化成各个单位、各个部门、
各个岗位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特别是中国石油管道局官方微信平台自 2016 年正式上线以来，以创新的
理念、深度的策划和网络化的报道风格，受到各方肯定，点击量、关注度不断刷新，粉丝关注度最高达
到 2.6 万人次。此外，还积极运用微信平台，适时开展安全知识答题平、十佳评选、网络练兵等特色活
动，助力中国石油管道局重点工作的推进，有效发挥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5. 强化以人为本，以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动力
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企业文化建设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促进员工全面发展。近年来，中国石油管道局党委以人为
本，倡导“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快乐学习”的理念建设幸福企业，推进各级组织更多地从思想上、工
作上、生活上和情感上给予员工更多关爱；积极开展以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为目的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
同时开展各项文体活动，进一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近两年，中国石油管道局经营形势较为严峻，人心思改、人心思变的氛围浓厚，因此定期对全员思
想动态进行分析，并按季度出台动态分析报告。全面掌握员工队伍的工作岗位、文化背景、收入水平、
家庭状况等具体情况，认真分析各类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准确把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做到心中
有数、精准施策。
强化理论学习教育，规范企业两级中心组学习，明确学习的时间、形式、内容等要求，将整个学习
制度化。同时创新学习形式，建立了一支以中央党校为主体的师资外援队伍，并切实将专题学习与日常
学习相结合、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有效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开展全员学习文化活动，连
续组织 4 期“双十”全员读书答题活动，近万名员工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参加。推进“管道企业精神教育
基地”建设，构建以中国管道博物馆为主、各单位展厅为辅，“一馆多厅”的管道企业精神教育阵地网
络，定期组织员工学习交流，筑牢管道人的精神家园。

6. 结语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中国石油管道局企业文化已实实在在地扎根基层，作用于生产管理当中，确
保企业优秀的文化基因得到固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油管道局的核心理念在经营管理和生产实践中得到
扎实体现，广大干部员工创新、创造的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企业经营效益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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