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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长停井合作
实现效益最大化

3月31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新春采油项目部”的45名员工离开了熟悉的现河油区，挺进3700公里之外
的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油管理一区采油管理一站，承担起为163口油水井及相关设施设备日常
管理维护的业务，成为油田开发系统首家成建制赴西部闯市场的队伍。

采油工成建制西征，现河开“先河”
45名员工挺进新疆新春公司，承担163口油水井日常管理维护业务

海上产量效益
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4月18日讯(通讯员
王维东 惠心怡) 近年

来，因技术、工程、效益等错
综复杂的因素，许多长停井
曾一度被某些个别因素扼
住命门，无法解放其生产能
力。为此，油田分公司和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联姻”，让
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

2016年7月20日，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王玉普在胜利油田调研
时指出，胜利油田分公司和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要坚持

“一家人、一条心、一块干”，
抱团取暖。

有力政策背书，拿什么
拯救长停井就有了答案。同
年9月，双方喜结连理，坚持
合作共赢的原则，出台了

《合作恢复停产井指导意
见》和《合作恢复停产井项
目管理办法》，明确责权利，
由双方共摊成本，油井恢复
产油后，按照当期国际油
价，双方共享效益。

为建立长效化的运行
机制，胜利油田分公司工程
技术管理中心搭建了合作
恢复停产井数据库和项目
组运行平台，建立重大设计
论证会、项目组例会、与工
程公司联席会、合作扶停运
行周报“三会一报”制度，由

井下作业管理科负责日常
运行，按照“三线四区”经济
运行模型，实时对长停井进
行跟踪评价。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集结了地质、工艺、工
程专家，成立恢复长停井项
目组，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
全方位论证。

本着“效益化、一体化、
市场化”原则，应用“三线四
区”经济运行模型，双方对
停产井进行效益评价，筛选
增量效益大于零的停产井
进行恢复，共同挖掘增效潜
力，推进无效变有效、有效
变高效。

按照“油藏有潜力、井
网更完善、工艺可实施、地
面有保障、投入有效益”的
原则，分公司初步选取98口
合作扶停井，经过反复论证
优化，筛选出潜力大、投入
少、见效快的15口大修井。
其中，投产的辛53-斜28井
日产油2 . 2吨，已累计产油
110余吨。

你有技术，我有资源，
新的合作模式实现了双方
的优势互补。在油田首席高
级专家王增林看来，长停井
合作项目是低油价下胜利
油田实施价值引领、盘活存
量资源的一个示范性工程，
也是一个双赢工程。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常玲 马俊松

走出去才能解困局

“经过油田和采油厂的多方
协调，现河第一次走出东营承揽
采油业务，开创了30多年开发史
的先河。”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半
个月，但现河采油厂副总经济师、
人力资源科科长赵明军仍然为单
位最近谈成的这份“大合同”感到
庆幸。

这个第一来之不易。在国际
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SEC储
量评估结果表明，现河采油厂去
年的经济可采储量是“0”。这意味
着当年低油价下，现河没有一吨
可经济开采的原油，开采多少就
亏多少。2017年，当国际油价缓慢
回升至50美元/桶左右，现河厂可
实施的效益产能仅为1 . 6万吨，持
续发展的后劲乏力。

赵明军认为，对当前的现河
采油厂而言，外闯市场无疑是一
条发展创效的新路子。采油厂有
近8000名员工，近年来产量不断
下滑，特别是面对今年“经营绩效
+风险管控责任”考核体系实施
后，创效压力尤其大。但从另一个
角度看，如果把富余人员用好，人
多的“包袱”就能转变为企业的

“财富”。
因此，采油厂在盘活人力资

源方面下功夫，编制印发《现河采
油厂对外业务承揽实施细则》和

《现河采油厂定员和定员工资
“345”管理细则》，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职工动起来实现自身价值。
在过去3年中，全厂业务承揽输
出用工400余人，年增加收入1198
万元。

赵明军说，与社区服务相比，
采油厂更倾向于从核心业务上拓
展市场，利用成熟的专业技术服
务能力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在
胜利西部乃至全国油气市场分得
一杯羹，而今年油田鼓励人员流
动的政策让现河厂找到了机遇。

“走出东营承揽采油业务，这
在现河厂30多年的开发史上可以
说前所未有，我们相信依托外闯

市场创效益的道路会越走越宽。”
赵明军说。

用行动打造现河品牌

4月13日上午9时，新疆克拉
玛依市南70公里，前山涝坝自然
保护区内，离开现河“大本营”已
经半个月的武玉昌，迎着初升的
太阳忙巡井。“虽然感觉累，但每
天都很充实。”望着茫茫戈壁上的
一处处油井，他心生感慨。

武玉昌在现河稠油油区干
了20年，但东西部油区之间的工
况差别，让他开了眼界。虽同属
稠油区块，甲方油区属于油层
160-600米的浅薄层超稠油藏，
抽油机安装的是智能滚筒式抽
油机，井口的两极盘根正常生
产时为橡胶盘根，注汽时就要
改为石墨盘根，待措施时光杆
拔出比抽油机还高，上下冲程
参数甚至都不同。

武玉昌最在意的，还是如何
在最短时间内接手工作，这不仅
关系着岗位责任，更意味着单位
形象。于是，在甲方安排的一带一
的导师带徒培训模式下，武玉昌
和同事们自我加压，开启了白天
黑夜连轴转的工作学习模式。“白
天花6个小时跑井，晚上还会组织
培训到夜间10点。夜班人员晚上
休息4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部在井
上巡井查故障。”武玉昌说。

晚上12点之前，宿舍总是灯
火通明。员工没有睡觉的，都在讨
论井上的生产问题，干部就在总
结一天的工作。让武玉昌感到欣
慰的是，大家不懂就问，不会就
学，借助优秀的基本功素质，34名
项目部员工在5天多的时间里，就
陆续开始单独顶岗。

“请大家按照我发的图片，向
师傅们学习如何在图片中添加文
字，红框中的是图例。”项目部设
立的“西部战队”QQ群里，资料员
正在下达学习指令。工作了20多
年的老师傅们把自己归零，选择
一切从头开始。

谈及今后的工作，武玉昌信
心十足。他说，“作为现河第一批
走出东营承揽采油业务的团队，
我们有责任用成绩打响现河品

牌，为今后外闯市场铺平道路！”

为大家也为小家

半个月来，每当一天紧张的
工作结束，朱述杰就喜欢在健身
房里挥汗如雨。跑步机前，他拿出
手机摆好表情后，就在朋友圈里
晒张自拍照，还饶有兴致地配了
一句评论——— 生命在于运动。

还有2个月就50岁的朱述杰
是项目部年龄最大的一位。感觉
自己身体还不错的他，看到通知
后第一时间就产生报名的念头，
并且获得家人支持。“母亲都养活
不了孩子了，孩子为啥不出去？”
他形象地将采油厂和自己比作母
亲和孩子。

朱述杰外闯市场的心情如此
迫切，是有原因的。原来，朱述杰
早年曾在油建系统工作，眼看老
同事们都在为生计发愁，甚至都
在关注退养政策等信息，这对他
触动很大。“虽说开发单位的情况
还好一些，但谁都说不准将来会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与其等待不
如出去闯一闯。”在同事们看来，
朱述杰的忧患意识特别强。

同事里最有牵挂的是付传
祥，他在闲暇的时候总喜欢从手
机里翻出孩子的照片，大女儿上
初中，不到一岁的小儿子还在嗷
嗷待哺，“怎么看也看不够，一停
下来脑子里全是孩子。”

即便如此，付传祥咬着牙关
也要往外走，因为他从工作岗位
上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他所在的
王587区块，2008年刚上去的时候
每天有100多吨产量，一天拉十二
三车液不在话下，最多的时候十
五车油，值班人员白天晚上连轴
转。如今，一部分油井因为无效而
暂关，四五天才产4吨油，5个人管
理着6口水井、7口油井和一台泵，
工作量减少很多。

树挪死，人挪活。在新的环境
里，付传祥找到了自己的新目标。

“在采油工的基础上再学两个资
格证，特别是‘四化’普及后的明
天，多掌握一门技术就多一条
路。”在新疆，付传祥看书的时间
多了，在这里他仍然有梦想需要
实现。

本报4月18日讯(通讯员
庞世乾 王振国) 今年

一季度，在没有新井投产的
情况下，胜利油田海洋采油
厂生产原油79万吨，超计划
1800吨，内部利润5 . 67亿元，
超计划2019万元，产量效益
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海洋厂自觉
担负起稳产上产、创效增效、
安全环保“三大责任”，坚持
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咬紧目
标抓效益运行、高效运行、优
化运行，让“每口油井都产生
效益，每个平台都创造价值，
每吨原油都安全环保”。

二月份，海洋厂组织企
管、人力、财务、生产等系统
的负责人，到中原六厂参观
学习。回来的第二天，就召
开专门会议谈学习内容和
感受，相关部门结合工作实
际迅速制订出本系统提质
增效计划。

“是否提高质量、增加
效益”成为检验工作成效的
标准。采油厂制订了涵盖全
厂工作的84项指标，定期将
这些指标放在全油田层面
去对比排序，并对标中原六
厂、中海油、埕岛西合作区

等单位，考问开发指标、工
艺指标还存在哪些差距，改
进措施是否达到了争第一、
当先锋的要求等等。

为提高运行效率，海洋
厂对重点工作实行项目管
理，成立了25个项目组，重
点工作、重点指标全部细化
落实，有保障措施、责任人
员，也有质量和进度要求。
建立定期通报机制，项目组
负责人通报工作实施进度、
指标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和
下一步措施。

海洋厂把握油田开发的
规律，科学管理、经营好油
藏。围绕老区稳产增效，全力
抓好“三率”提升、注采调整、
精细配产配注等工作，效益
开发基础持续增强。分注率、
注采对应率、层段合格率均
有所提升，自然递减率6 . 0%，
比年计划低1 . 8%，含水上升
率比年计划低1 . 9%。

在抓运行、抓优化的同
时，他们把创新创效融入每
个岗位，引导员工树立“在岗
必须创效”“挣一分钱比花一
分钱更有价值”理念，立足岗
位创新创效，全方位挖潜，让
每个岗位都创造价值。

采油厂和职工家属为外闯市场员工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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