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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文国 孙育涛

外面世界很精彩
我们组团去看看

从“围墙式”工厂默默无闻，
到走出去承揽了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范围内企业大部分热电技
术服务市场，胜利发电厂用了10
年时间。

据了解，10年前，胜利发电厂
用工总量达到1500多人，但总装
机容量却只有104万千瓦。人员偏
多、劳动生产率不高、创效空间趋
窄等矛盾凸现，成为制约发电厂
高效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胜利油田和电
力行业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必
须要回答“人往哪里走、钱从哪
里挣”等关键问题。于是，胜利发
电厂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必须跳
出电厂发展电厂，从根本上把人
员“包袱”变成财富，把技术优势
变成效益。

2007年，胜利发电厂迈出了
技术外闯市场的第一步，承揽了
华泰集团2号150MW机组的调试
工作。第一次承揽“瓷器活”，胜利
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卯足了劲，查
图纸、看现场、编制调试措施。最
终，他们在经过五个多月的细致
调试后，实现了酸洗、点火、吹管、
冲转、并网五个一次成功，赢得了
甲方赞誉。

尽管这个项目产值仅有120
万元，但对胜利发电厂而言却在
靠技术开拓市场方面具有里程碑
意义。“从刚开始的籍籍无名到电
力市场四面开花，胜利发电厂的
服务品牌越叫越响。”胜利发电厂
热电服务项目部经理赵以万说，
第一次实践成功后，电厂又相继
参加陈塘庄电厂、四川珙县电厂、
贵州毕节东华电厂等多家单位的
锅炉燃烧优化调整试验。截至目
前，已经有30多家企业主动上门
寻求胜利发电厂技术服务。

专业的技术服务
为中石化降本5亿元

近年来，专家级的电力专业
技术，让胜利发电厂外闯市场的
道路越走越宽广。2009年，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在热电板块全面开展
锅炉性能普查测试，胜利发电厂
承揽了103台锅炉热效率性能测
试等项目。

在历时10个月的时间里，胜
利发电厂摸清了齐鲁、燕山等21
家单位103台锅炉的“健康状况”，
并用50万字的实验报告分析了每
台锅炉的问题和改进建议。这份

“体检报告”，为中石化开展热电
板块达标提效活动提供了第一手
数据支持。

2011年，中石化锅炉达标提
效活动开始后，凭借过硬的电力
技术和良好信誉，胜利发电厂独
揽茂名、天津等18家炼化企业88
台锅炉60台凝汽器技术服务合
同，占中石化全部测试锅炉的
63%。

2013年9月3日，胜利油田收
到一封来自中石化的感谢信。信
中写道：“胜利发电厂提供了高质
量的技术支持和现场服务，三年
来集团公司电站锅炉每年节能量
约50万吨标准煤，直接降低成本5
亿元。”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今年以
来，在油田加快培育优势“走出
去”的战略指引下，胜利发电厂
探索实施由热力试验向承揽科
研课题转变。贾自臣和他的项目
小组梳理近年来上百家单位遇
到的共性问题，明确提出《热力
系统及发电装置节能优化》、《煤
种掺烧评价决策》等5个科研课
题进行攻关。

据了解，齐鲁石化第二化肥
厂循环流化床床温一直偏高，胜
利发电厂很快找到了煤质、设备
等方面的原因；巴陵石化4台锅炉
效率偏低、氮氧化物偏高，多次聘
请专家也没有找到症结所在，最
终由电厂技术服务小组通过技术

分析提供了优化运行方案，使锅
炉效率达到92%以上。

承揽新疆注汽服务
保障油田上产增效

3月14日清早，胜利发电厂
新疆项目部负责人滕玉强戴上
安全帽，开始对3个注汽站的巡
检。“6年前，我们负责1个站的管
理运行，吃、住、工作都在1#注汽
站。如今我们却管理着新春公司
3个注汽站、5台注汽锅炉的运
维，转完一遍必须要开车了。”滕
玉强说。

回忆起承揽胜利油田西部注
汽服务业务的艰辛，胜利发电厂
市场开发总监刘杰本记忆犹新。
他说，2011年4月，得知油田要在
新春建设48吨链条式燃煤锅炉的
消息后，电厂积极对接甲方并承
揽了1#燃煤注汽站的运行维护
工作。

新疆的冬天最冷时达到零下
40多度，连手机在室外也会被冻
“死机”。滕玉强说，为了防止低温
冻坏设备，项目部成员每天凌晨
一点多才能入睡，四点多还要起
床查看设备情况，“经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当年11月底，排601北区
48吨燃煤锅炉正式投运，源源不
断的高压蒸汽通过管道注入到地
下，保障西部油田开发。”

低油价以来，为有效降低生
产运行成本，新疆项目部开展了
以“保锅炉安全、比指标水平、
赛盈利能力”竞赛活动，把蒸汽
干度、排烟温度、氧量、电耗等
多项主要经济指标纳入竞赛项
目，努力做到按设计参数压红线
运行。六年多的时间，项目部吨
汽煤耗降低了1 0公斤以上，吨
汽电耗下降了10%，各项指标不
断刷新纪录。

数据显示，6年来，胜利发电
厂新疆项目部累计注汽400多万
吨，相当于驱油上产80多万吨，安
全保障230多口油井和两座联合
站的蒸汽需求。

十年外闯市场，胜利发电厂专业品牌越叫越响

手握“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婉珺)
近日，胜利油田纯梁采

油厂大芦湖管理区樊16-
19井经过综合治理后，从
半年前的低效复产到有效
开发。对大芦湖油田来说，
这口油井的成功治理不仅
为同类型停产井恢复提供
了宝贵经验，更为老油田
效益开发指明了方向。

去年9月，樊16-19井
由于杆断停止生产，恢复
措施只有进行作业施工。
根据“三线四区”经济运行
模型分析，受投入大、后期
维护费用等因素影响，该
井属于无恢复价值油井。

在大芦湖油田，像这样
同类型的油井数量不在少
数，如果遇到类似情况都不
恢复生产的话，将严重制约
老油田持续发展。

经过技术人员反复讨
论，樊16-19井对应的注水
井樊17-21井成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据了解，物性较
好、井网完善是该井所在
层系的优势，调整对应注
水井后就可以为樊16-19
井形成有效驱替压差，提
高供液能力。很快，管理区
就关停高液、高含水的无
效益油井，加大对应水井
注水，通过流场转变成功
提升了樊16-19井供液能
力。实施近两个月后，该井
液面逐步恢复到井口，满
足了套放生产条件，日油
0 . 5吨。

正是这0 . 5吨油让管
理区看到希望。资料化验
站站长晋战稳说，“起初樊
16-19井虽然恢复生产，但
还无法摆脱低效困境，我
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同类型
油田实现有效益开发。”

多年从事地质管理工
作，让晋战稳“机缘巧合”
想到了用释热聚氟解堵
剂。他说，樊16-19井恢复
生产初期液量较低，难注
进、难采出的原因是所在
储层粘土矿物堵塞孔喉，
造成油藏渗透性下降，只
要疏通这些管道就能有效
提升油井供液能力。

据了解，在纯梁采油
厂范围内，释热聚氟解堵
剂一般应用于水井除泥质
堵塞增注，没有在油井进
行过应用。经过各方面的
调研和协调，管理区决定
在樊16-19井实施该项工
艺。据统计，实施上述措施
4天后，樊16-19井日油能
力达到3吨，增油幅度达
200%，含水比例还在进一
步下降。

让管理区更为欣喜的
是，樊16-19井试验成功，
证明粘土矿物对孔喉堵塞
引起的渗透性下降的分析
判断，也证明了释热聚氟
解堵剂在大芦湖具有较好
的适应性，为区域内同类
型低效油井找寻到了新出
路，对提高低渗油层的产
油能力、挖掘有效油层潜
力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纯梁采油厂：

停产井的“逆袭”之路

近日，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252船拖带铺管工程船“海恩302”，在跨越渤海、黄海、东海、南
海、连续航行1580海里后，安全抵达广东。“面对铺管船上层建筑较高、海况复杂多变等不利因素，中心在航
行前制定了详实的航行计划和风险防控措施，全力确保安全运行。”胜利252船船长朱劲峰称，拖带作业中，
船舶在长江口绿华山附近遇阵风10级的恶劣天气，按应急预案采取措施后有效规避了风险。目前，胜利252
船正在茂名配合海恩302船开展施工作业任务。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庞海艳 摄影报道

连连续续航航行行11558800海海里里
安安全全实实施施拖拖带带作作业业

孤东采油厂：

140名员工改行干物业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庞世乾
惠心怡 尹永华) 还有

不到一年就退休的陈玲本
以为会在公共事业服务中
心服务二队副食店工作到
退休。然而，就在今年年
初，她和副食店的18个姐
妹转岗来到服务8队，负责
承揽仙河社区孤东佳苑小
区保洁工作。

副食店营业员变身保
洁员，是胜利油田孤东采
油厂盘活人力资源的真实
写照。近年来，他们通过区
域合作不断挖掘人力资源
潜力，三年共有140名员工
承揽社区物业管理。

随着传统的生产运行
方式发生巨大变革，部分
岗位被信息化替代后成为
富余人员。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社区系统多年
来少有“新鲜血液”补充，
其中仙河社区建设一区、
建设二区的绿化、保洁和
维修工作就存在用工紧张
的局面。

“劳务输出不仅盘活
了人力资源，还揽到了真
金白银。”孤东采油厂人力
资源科徐永福算了一笔
账：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
的标准，孤东厂承揽仙河
社区物业的140个人年创

收预计超过500万元。
2013年，孤东厂和仙河

社区经过友好协商，由孤东
厂派出53人承揽仙河社区
的绿化、保洁和维修工作。

走出去，有“钱”途。走
出去的第一批人在业务承
揽中收获上百万元的创收，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5年和2016年，孤东厂又
分两批派出87人承揽了建
设一区、建设二区的门卫和
孤东佳苑的物业管理。

王明义原来在孤东护
卫 大 队 消 防 中 队 工 作 ，
2015年12月，公共事业中
心成立服务八队负责孤东
佳苑物业管理后，他离开
消防岗从事物业站指导
员。工作岗位差别大，曾经
让王明义很迷茫，身为“门
外汉”的他经过一年多的
不懈努力，在物业管理岗
干得得心应手。

“能够让业主带着困
难来、带着笑容回，也体现
了大家伙工作的意义。”谈
到今后的工作打算，王明
义说，服务八队员工都曾
有着骄人的业绩，在新岗
位同样也能再创佳绩。

据了解，今年孤东采
油厂还将积极外拓市场，
让显现出来的富余人员在
新岗位实现价值再造。

3月13日，胜利油田胜利发电厂“项目小组”成员贾自臣接到了来自洛阳石
化的电话，主动寻求热电技术服务。很快，有着8年外闯市场经验的贾自臣就和7
名小组成员忙碌起来，随时准备和洛阳石化对接业务。

据了解，早在十年前，作为“围墙式”工厂的胜利发电厂就把人力资源作为
创新创效的优势资源，凭借热电技术优势，不仅占领了中石化集团公司锅炉测
试提效市场的半壁江山，还在机组调试、热效率试验、注汽业务等领域叫响了

“胜电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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