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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加油站限量供应柴油
每车仅供50 元至 500 元的柴油
本报记者 谢晓丽

16 日、 17 日，记者走访聊城市区近 20 家中石化、中石油及民营加油站发现，
大多数加油站限量供应负 10 号柴油，每车 50 元至 500 元不等。有的民营加油站已停供
柴油数日。中石化、中石油聊城加油点的负 10 号柴油价格也由前几天的 6 . 80 元/升涨
至 6 .92 元/升。

邓长忠在市区一
家家具城开货车拉家
具。“现在加油比较难，
一天只能加 100 元钱
的油。”邓长忠说，前两
天他去了趟河北武安
送家具，提前四天拿着
柴油桶去买油，一天买
100 元钱的，用了四天
才买了 400 元钱的柴
油。现在拿着柴油桶去
买柴油，好多加油站已
经不卖了，但开车去
加 ，油 箱 根 本“ 吃 不
饱”。“现在河北那边的
客户一打电话说要货，
我们就得提前几天准
备油，来回得花 400 元
钱的油。”邓长忠介绍，
好几次去加油时，还没
进加油站，加油员工就
连连摆手，根本不用进
站。

16 日上午，在香江
一期附近，跑物流的五
六位货车司机聚在一
起打牌。“现在柴油价
格上涨，加油比较难。”
朱秦忠说，0 号柴油根
本加不上，负 10 号柴
油也限量供应，每次只
能加两三百元钱的油，
两天就用完了。几位车
主纷纷表示，现在只敢
在聊城市跑，外地的活
根本不敢接。“两三百
元钱只能跑几百里地，
万一车停在半路，都不
知道怎么回来。”

16 日下午，在光
岳路上一家中石油加
油站，员工正在给一
辆货车加油。“来得
早就能加上油，来得
晚就加不上，半个多
月了，邮箱从没有喝
饱过。”货车司机无
奈地说，他的车油箱
能装 1 00 0 多元钱的
油，现在只给加三四
百元钱的柴油。

去趟河北，

货车司机

提前四天加油

16 日、 17 日，记者走
访了城区近 20 个加油站，无
一家加油站供应 0 号柴油，
有的加油站已断供数日。记
者走访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的
所有加油站都是来车加油，
自带油桶的不给加。多数加
油站限供柴油。“车都不给
加，更何况是油桶。”多位
加油员反映。

16 日上午，振兴路上的
一家中石油加油站，工作人
员说， 16 日早晨 0 号柴油已
经卖完了，由于负 10 号柴油
比 0 号贵 5 毛多，很多司机

不想加负 10 号柴油，该加油
站没有负 10 号柴油，他预计
17 日可能会有 0 号柴油。在
光岳路上中石油加油站的员
工说，如果现在来车可以加
上柴油，再晚就不一定了，
因为柴油越来越少，卖完了
就没了。他介绍，大车限供
5 00 元的柴油，小车限供
200 元至 300 元的柴油。

位于站前街的中国石化
第 38 加油站的加油员说，
目前该加油站只有负 10 号
柴油，大车限供 500 元，小
车限供两三百元。“负 10

号柴油还没有到那种非常紧
缺的程度，虽然每车限供，
但公司对加油站总的柴油量
不限供。”他告诉记者。

聊大东校对过的中石化
加油站员工于女士说，该加
油站每天限供四五千元的负
10 号柴油，大车限供 500
元，小车限供 300 元。

17 日上午 11 点多，位
于聊莘路与聊堂路十字路口
附近的中石化加油员郎女士
说，现在该加油站没有柴
油， 0 号柴油已经断供一个
月了，负 10 号柴油上午就

卖完了。每天只卖四五千元
的柴油，卖完就没了，一般
中午就没柴油了。她介绍，
该加油站柴油也实行限供，
大车限供 100 元，小车限供
50 元。郎女士说，“如果
不限供的话，一辆大车加
2000 元的油，来两辆大车
就 卖 完 了 ， 现 在 柴 油 紧
张。”

16 日，记者走访发现，
光岳路、湖南路与柳园路交
叉口附近、卫育路、聊堂路
的四家中石化加油站不限供
柴油。

16 日、17 日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加油站发现

20 个加油站没有一家供应0 号柴油

位于湖南路的中海石
化加油站的员工说，目前
该加油站不限供负 10 号
柴油，价格为 6 . 9 元/升，
最近几天来加柴油的车挺
多，销量增加了不少。
附近的一品石化加油站站
长隋涛告诉记者，目前柴
油虽然不限供，但已经有
点紧张。他说，他们一般
去东营或淄博拉油，现在
得排三天的队才能拉来
油。“原来一天销 1 吨油，
现在一天能销 3 吨，该加
油站的柴油价格也是 6. 9
元/升。”隋涛说，不过现在
柴油利润很小，基本上不
挣钱。

16 日下午，兴华路
一家民营加油站的员工
说，现在加油站只卖汽
油，柴油已经停供近半月
了。“价格太高，卖了也
不赚钱，我们已经不卖
了。”

聊堂路上的聊城发电
厂加油站的负责人赵先生
说，该加油站现在没有柴
油，负 10 号柴油一直没
送来，断柴油已经两三天
了。

有民营加油站

停供柴油

17 日中午，记者在
中石化聊城油库看到，有
两辆车在装柴油，不用排
队。

17 日下午，中石化
山东聊城销售分公司副总
经理亓众在电话中介绍，
目前各个加油站不允许往
大油罐车里加柴油，但是
普通车加柴油则是不限量
的。现在聊城的销售量正
常，比平时仅偏多一点。
针对有加油站限量供应柴
油的情况，他表示会调查
一下。

亓众说，在确保中石
化加油站油量充足的情况
下，也可以给其他加油站
提供油。随着天气转冷，0
号柴油已经渐渐淡出市
场，转为负 10 号柴油。

中石化聊城分公司：

普通车加柴油

不限量

▲ 17 日中午，在中国石化聊城油库，
来拉柴油的油罐车并不多。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17 日，在市区一家不限量
柴油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在给车
辆加柴油。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