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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石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旨在加强与社会大众的沟通

让让社社会会更更了了解解国国企企社社会会责责任任

齐鲁石化自成立以来，共计申
请国内专利971件，申请国外专利30

余件。到目前为止，有效的国内授权
专利252项，国外授权专利10项。齐
鲁石化总共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27项。

齐鲁石化获7项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千佛山医院小儿血液内
分泌科的李洪娟医生说：“现
在泉泉必须要靠输血维持生
命。每次输血一千多元，泉泉
每周至少输两次血。”

医院考虑给泉泉进行骨
髓移植。“如果移植成功，后
续医药费还要至少20万元。”
李洪娟说。

泉泉爸爸患糖尿病干不
了重活，泉泉妈妈要照顾孩
子也无法工作。几十万元的

医药费，对于他们来说是天
文数字。

“在这里吃东西都太贵
了。现在我去附近的一个菜
市场，买两元钱一个的咸菜
疙瘩，就着馒头吃，能吃好
几天。我和他爸爸都不舍得
吃新鲜菜。”泉泉妈妈哽咽
着说。

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家庭
渡过难关，可联系本报。

本报热线0533-3159015

为省钱给孩子治病，父母舍不得吃菜

祸不单行，肠套叠导致尿血便血

在泉泉病情确诊后不久，他
又开始尿血、便血。“连着两天没
让孩子吃饭，孩子的肚子却越来
越鼓，轻轻敲一敲都砰砰响。那
几天难受得他连打针都不哭了，
见了谁都不理。后来做了个肠
镜，一查是肠套叠，不得已做了
手术。”泉泉妈妈说着，拉起了儿
子身上的衣服，右边腹部有一条
七八厘米长的刀口。“切出了40

多公分的一段肠子。十天前才拆
了线。”

连着十多天，泉泉不能吃
饭，只能靠从鼻孔插管输营养
液。

医院的医生护士很喜欢这
个可爱的孩子，一位医生说：“刚
开始泉泉打针的时候会哭，他妈
妈跟他说说，他就渐渐不哭了。
泉泉特别懂事。”

泉泉家住临淄区黄城镇大
马代村，父母都是农民。今年3月
份的时候，泉泉开始不爱吃饭，
脸很黄，嘴唇也发白。

父母带着泉泉去临淄辛
店的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出来
后，血小板只有3个(正常人在
100-300之间)，怀疑是白血病，
辛店的医院不敢收了。之后泉
泉转到张店的医院，经过胸前

骨穿，医生发现泉泉得的疑似
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也不
敢接收。

后来泉泉父母联系了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的大夫，转到千佛
山医院，在后背又做了一次骨
穿，确诊了泉泉患的是再生障碍
性贫血。这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疾
病，不经有效治疗患者多在6-12

个月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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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总结49年来对经济、环境、社会的贡献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刘革) 26日，齐鲁
石化发布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报告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安全生产质量优先、清洁生
产绿色发展、促进地企合作共
赢、回馈社会奉献爱心五部分。
据介绍，今后齐鲁石化将每年定
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截至2014年底，齐鲁石化累
计加工原油3 . 13亿吨，生产汽、
煤、柴油1 . 55亿吨、乙烯1430万
吨，实现工业总产值9408亿元，上
缴利税1066亿元，为国民经济发

展和地方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齐鲁石化质量管理以恪守
质量诚信为基石，认真践行“每
一滴油都是承诺”的社会责任，
严格产品出厂、推进质量升级。
加强全过程质量控制、源头控
制、强化关键控制点管理等一些
列措施，不断改善产品质量。

齐鲁石化树立绿色环保的
发展理念，“十二五”以来，齐鲁
石化实施“碧水蓝天”行动，废
水、废气实现100%达标，主要污
染物总量大幅减排。投资1 . 7亿
元，对5座污水处理场实施达标

升级改造，外排污水达到国家和
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齐鲁石化5座污水处理
场、13座燃煤锅炉均按照国家要
求，安装在线监测仪器，数据实
时上传区、市、省和国家环保部
门，接受政府监督。按照中国石
化的统一部署，2013年齐鲁石化
启动“碧水蓝天”行动，从8个方
面制定了34个项目，总投资13 . 47

亿元。目前已完成15项，其余项
目正在实施，2016年上半年全部
完成。走出“化工企业不可能没
味儿”的传统认识误区，坚信“无

异味”也是可以实现的。
齐鲁石化充分发挥大型国

有企业在人才、技术、设备等方
面的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企
业的合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4年，齐鲁石化共上缴各类
税金97 . 61亿元，并且有力的拉
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齐鲁石
化在完成生产经营、建设发展
任务的同时，按照中国石化和
山东省人民政府的扶贫帮助工
作要求，积极组织各项募捐捐
赠活动。从2007年至今，累计捐
款5000余万元。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刘革) 齐鲁石化之所

以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是为了
让社会更加了解齐鲁石化的社会
责任，加强与社会大众的沟通。

据介绍，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齐鲁石化始终认真履行国有企
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
任，为了让社会能够更加了解齐鲁
石化，齐鲁石化发布了这次社会责
任报告。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让社
会了解齐鲁石化对社会履行责任
的理念、战略、方式方法，经营活动
对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造成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取得的成绩及不
足等信息。

国企不同于私企，除了有政治
责任、经济责任外，还要承担一定
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做贡献。“齐鲁
石化发布此报告的目的，就是通过
媒体向社会大众宣告我们在社会
责任方面做过哪些事情。”齐鲁石
化一工作人员说。 齐鲁石化工作人员夜间对水质进行采样监测分析。 本报通讯员 张清 摄

两两岁岁娃娃患患上上急急重重型型再再障障性性贫贫血血
不做骨髓移植就只能靠输血维持生命，高昂医疗费愁坏家人

圆圆的小脸，大大的眼睛，眼前这个可爱的男孩名叫泉泉，只有两岁零七个月大，然而，这个
年幼的孩子正遭受着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折磨。

实习生 周一

两岁半历经两次骨穿，确诊病情

挂 失

卢钊丢失中国财富陶瓷城租
赁 保 证 金 单 据 壹 张 票 据 号 ：
7110358，声明作废！

卢钊丢失中国财富陶瓷城水
电周转金、电表押金单据壹张，票
据号：5558658，声明作废！

卢钊丢失中国财富陶瓷城租
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ZA-2013-
006，声明作废！

公 告

申请人李浦发、张雨晴于1999

年1月26日购买坐落于淄川区育英
街2号楼东一单元4层东户的房产1

处，建筑面积89 . 26平方米，因建成
年代较早，不能提供竣工验收等有
效证件，现申请公告过户给李浦
发、张玉清征询异议，如有不实，愿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李浦发、张雨晴
2015年5月19日

年仅两岁的泉泉非常可爱。（由泉泉母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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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石化在淄

物资供应商190家

2014年，齐鲁石化在淄博市的
物资供应商共190家，采购金额达
33 . 82亿元，占齐鲁石化总采购额的
4 6 . 9 7%。齐鲁石化销售各类产品
1073万吨、销售额647 . 7亿元，其中销
往淄博市389 . 3万吨，销售额239 . 95

亿元，占总销售量的36 . 28%，占总销
售额的37 . 05%。齐鲁石化在建工程
项目总投资约39 . 54亿元，其中淄博
市16家企业承担了投资10 . 22亿元
的项目建设，占比26%；检维修项目
总投资约3 . 52亿元，淄博市110家企
业承担了投资3 . 32亿元的检维修项
目，占比94 . 34%。

参与处置9地市

应急救援286起

2006年2月，依托齐鲁石化消防
支队成立的“山东省危险化学品鲁
中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为济南、淄
博、东营、潍坊、泰安、莱芜、德州、聊
城、滨州9地市的危险化学品企业提
供应急救援服务，先后参与处置9地
市应急救援事故286起。累计培训政
府单位和企业 1 7 5 5家，各类人员
8484名，提高了各类人员的应急救
援专业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升本
地区的安全生产水平。

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是
一组由多种病因所致的骨髓功能障
碍，以全血细胞减少为主要表现的
综合征。确切病因尚未明确，已知再
障发病与化学药物、放射线、病毒感
染及遗传因素有关。各年龄组均可
发病，但以青壮年多见；男性发病率
略高于女性。根据起病和病程急缓
分为急性和慢性再障。

再生障碍性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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