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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油田企业扭亏脱困的重要举措，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三转三创’主题活动的必要性，并在‘转、创’过
程中建立健全可持续创效的各项机制。”近日，在济北采油管理区的经营例会上，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副总工程
师、济北采油管理区经理王凤春结合二季度目标任务，要求管理层要带头转变观念，并积极探索难动用油藏持
续更有质量、更有效益发展的新举措、新方法。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大数据”分析
“小数据”创效

年初，在济北管理区的一次
经验总结会上，由维修站副站长
杨波提供的“2016年工作量统计
表”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原
来，在这份表格中，杨波不但统计
了年度2576项工作量，还将工作
分成三大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
用时长短又分成了32小项。

在杨波看来，做这份表格的
初衷很简单，那就是既要对全年
工作量做到心中有数，更要明确
每项工作的质量、时长，“只有精
细管理才能让维修工作为多产效
益油创造价值”。

“每次组机的原因大都不一
样，例如去年雨季期间，就因基础
下沉需要进行抽油机调换和作业
转机，最高效的时候三天内完成
转机、组机5台次。”杨波说，2016
年，维修站共实施各种原因的组
机76井次，每一次都要通过认真
计算时效，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
干出最有质量效益的工作量。

在同事们眼中，杨波算账特
别细，无论常规性工作还是突发
性工作都要实施分类管理。只有
对“大数据”加强分析、才能在“小
数据”上创效，也已经成为维修站
员工们的思想共识。

据了解，为保障油井安全运
行，维修站去年光“捅鸟窝”就有
336次。近期，杨波和同事们提前
行动，对管理区油井线路和上百
公里高压线、变压器等重要区域
进行巡检，累计在425个高压主线
及分支双横担需要加装新的驱鸟
占位器，最大程度消除安全隐患，
让员工将更多的精力专注创新。

王凤春认为，维修站提供的
“大数据”分析表，不难发现他们
在提质增效方面开展了很多卓有
成效的工作，“只要用好精细化管
理，创效自然就成为一种常态”。

精细工作流程
转观念就是创效益

4月4日，济北管理区将油井
取样工作安排给资料化验站站长
付颖颖。刚听到这则消息时，付颖
颖就为“从哪找人干这个活”犯
愁，毕竟资料化验站每天要负责
500多口油水井的资料录取、原油
化验和液面测试工作。

“当时就感觉工作干不过来，
但是按照定员定岗的要求，油井
取样还就是资料化验站负责。”4
日晚，付颖颖和副站长彭群丽、彭
伟开会，主题就是对管理区380余
口油井进行重新摸排，看看多长
时间能将油样全部取一遍。

据了解，在承担取样工作前，
资料化验站就合理规划了取样路
线，让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质
保量完成取样。“相对集中的油样
就交给值班车统一取，高产井、作
业井就由专人用电动车取，这样
一天最多能取70到80个样。”运行
一周后，付颖颖不但顺利完成了
这项工作还找到了窍门。

根据工作需要，付颖颖对岗
位员工进行调整后成立取样班，
并向管理区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油
井取样方案。在这套方案里，她对
高产井、低液井、高含水井的取样
周期，以及正常天气取样数量、阴
雨天气取样数量，包括每天出门
的时间都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原本以为资源化验站的工
作量已经很饱满，再也不好分出
人去完成取样工作，但经过一周
的摸排让我有了新的认识。”付颖
颖说，通过精细各项工作流程，她
发现把资料化验站的主要工作量
都集中在上午，下午则负责开展
井史及资料归类等工作，这样时
间就会比较宽裕了。如今，分出四
个人专职取样后，一环扣一环让
日常工作也更加紧凑高效。

济北采油管理区副经理林新
立认为，要想干好工作就必须从全
局角度出发多算大帐，资料化验站
在取样这项具体工作中就很好地
诠释转变观念提质增效的内涵。

抓实绩效考核
实施价值引领

在济北管理区，随着价值积
分管理模式的推进，员工对考核
也有着深刻理解。“价值积分，就
是为工作效能‘把脉’，干得好不
好看积分就行。”注采四站站长韩
峰说，起初大家对干同样的活、积
分不一定一样不理解，甚至还对
考核模式产生过质疑，但是创效
数据这个事实就能证明“工时”一
样、“工效”未必一样。

去年以来，为了让价值积分
实现应有的价值，注采四站根据
工作实际，不断完善价值积分管
理的实施细则。在韩峰看来，“员
工能自己计算出自己的‘工分’，
是不是就能让这种绩效方式成为
员工自己评定成绩的一杆秤？”

为让“工分”实现透明化管
理，注采四站在全站范围内推行

“工作落实卡”，把积分管理具体
到每一项细则上，不仅要求班组
长每天将员工的工作量填入卡
中，还要求员工自己确认签字，让
每一名员工都能根据自己的工作
给自己打分。

“注重质量效益才能得高分，
而不是干的时间越长越好。”采油
工高玲说，过去干工作只要能干
完就行，几乎很少去关心时间长
短，但是现在工作时间、质量等因
素都是衡量工作效果的标准，而
且质量在积分中占比尤为重要。

杨波说，维修站的电焊工小
潘在为曲104-234井进行管线补
漏时，因为超时操作被扣了5分。

“虽然干了活还被扣分，主要原因
就是工作效率低。”小潘面对扣罚
积分心服口服，“同样的时间里，
别的同事能挣到更多的分，证明
他们的工作更有价值”。

“低油价带来的生存压力，相
信每一名胜利人都感同身受。”济
北采油管理区党委书记王兴华表
示，今年，济北采油管理区将以

“三转三创”主题活动为载体，积
极转变观念，全力提升油企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

发展自身优势，全力实施工作效能提升工程

济北管理区“三转三创”后劲十足

4月17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维修大队安装队员工正在大北油区为新井投产安装抽油机。据了解，今
年以来，河口采油厂坚持质量效益导向，扎实推进高效勘探和效益开发，做优新井增量。工作中，技术人
员积极转变观念，在千方百计加快新老区产能设计的同时，加快井位、油藏、钻采、经济评价、安评、环
评等各个节点的工作步伐，多打优质高效新井，全力确保年度完钻150口新井和12万吨新井产量的目标。数
据显示，一季度，河口厂共有24口新井投入运行，日增油量121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董艳 摄影报道

稳稳步步推推进进新新井井增增量量

胜利采油厂：

转变观念，获百万“大单”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时维涛
陈军光) 低油价下，降

本增效成为油田企业扭亏
脱困的重要举措。一年来，
作为胜利油田鲁胜公司耗
能大户的鲁祥管理区，通
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有
效实现降耗降本。

地处利津郑家的鲁祥
管理区，有32口高密度、高
粘度的超稠油油井，有人形
象的比喻成“像沥青一样可
以卷起来抱走”。在日常生
产中，要把这么稠的油开采
出来，最佳方案就是采用电
加热，吨油生产成本也因耗
电原因居高不下。

“传统的加热降粘措
施虽然保障了产量，但耗
电大、能耗高带来的成本
问题，也让我们很头疼。”
鲁祥管理区经理彭延伟
说，应对特超稠油开发难
度大等问题，他们一直采
用长冲程慢冲次的抽油机
外加空心电热杆的方式进
行开采，实际上就是采用
井筒电加热降粘措施，单
井电热杆平均电加温功率
为 7 0 千瓦，年总耗电量
1400万千瓦时。

2016年，河北沧州润
涛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合
同能源管理”的企业，前往
鲁胜公司提出由他们设计

新方案实现降能耗、降成
本，节约的电费双方分成。

经过多次论证后，鲁胜
公司决定在鲁祥采油管理
区试点。对方很快就提出了
采用同轴式双空心抽油杆
循环加热的方式，代替原有
的井筒电加热，减少单井举
升耗电、降低能耗。

所谓同轴式双空心抽
油杆循环加热装置技术，
就是采用密闭循环的独立
加热系统，通过空心杆内
加入特制隔热管实现热水
密闭循环，再把热量传给
油管中的原油，原油经过
加热增加其流动性至地面
后，确保生产平稳运行。

采用新的措施后，郑6
-平15井的“表现”让人喜
出望外。彭延伟说，这口井
以前维持正常生产，每个
月用电量至少3 . 31万千瓦
时，在采用42毫米同轴式
双管水循环替代36毫米空
心杆钢铠电缆进行加温
后 ，平 均 月 度 用 电 仅 为
0 . 23万千瓦时。

数据显示，去年2-12
月份，郑6-平15井用电量
较前一年同期相比，减少
29 . 31万千瓦时，电费减少
22 . 25万元。目前，该管理
区又在3口井上实施“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效果明显
后年内将全面推广。

鲁胜鲁祥管理区：

合同能源管理降耗降本

本报4月18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宋淑慧
冯永江) 近日，随着胜

利油田胜采厂维修大队承
揽的第一批外部市场1400
米修复油管顺利下线，并
整齐的摆放在鲁胜公司专
用油管架上，标志着这个
价值百万元的外部承揽业
务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

胜利采油厂作为油田
开发系统的老字号，用工
总量高达7000余人。多年
来，受传统经营管理机制
的束缚，很多服务单位存
在工作量“吃不饱”的现
象，严重影响了劳动生产
率的进一步提高。

复杂严峻的形势面
前，外闯市场成为胜利采
油厂扭亏脱困的关键。其
实两年前，作为油田开发
系统的兄弟单位，胜利采
油厂和鲁胜公司就在油区
巡护、原油交接管理、油泥
砂贮存池共享等方面保持
着长期合作。仅油区综治
方面，胜采护卫大队就吸
纳了鲁胜15名队员统一管
理、统一调配，既增强应急
处突能力，还为胜采厂年
节省98万元的人工成本。

今年2月，胜采厂获悉
鲁胜公司正在寻找外部力
量进行油管修复的信息
后，便主动上门沟通洽谈
业务。在鲁胜公司经营管
理科科长杨海勇看来，“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既能

减少周转环节、提高生产
效 率 ，还 能 节 省 生 产 成
本。”

3月9日，鲁胜公司维
修大队副大队长王焕之带
领三名专家，专程到油田
金牌基层队——— 胜采维修
大队油管修复队进行实地
考察。先进的高温高压清
洗工艺、油管无损检测技
术、全自动试压系统，最终
让他们赢得100万元的油
管修复合同。

胜利采油厂维修大队
大队长姚诚说，接到油管
修复任务后，大队专门成
立了集安全、质量、运行于
一体的领导小组，对油管
清洗、检测、试压每个节点
都精细安排。油管修复队
60多名员工发扬“精在一
分一秒，细在一丝一扣”的
团队精神，仅用时一天便
完成了全部工作量。据统
计 ，这 批 油 管 修 复 合 格
1353 . 6米，144米因内径腐
蚀报废。

目前，胜利采油厂正
在充分挖掘人力、设备、技
术等方面的资源潜力，与
鲁胜公司在开发资源共
享、综治资源共享、厂区资
源共享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就泵修业务、动态监
测、作业废液处理等多个
层面积极开展业务承揽洽
谈，达成系列协议，实现更
进一步的“共建共享、互利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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