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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唐守忠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以“四化”建设为支撑，以扁平化构架、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行、社会化服务
为方向的油公司体制机制改革，让现代化运行方式、精细化管理成为老油田效益发展的奠基石。“五年来，已
经有50%的采油管理区按‘四化’模式改造提升，变革经营决策、生产管理、组织运行模式，配套制度机制。”胜
利油田分公司“四化”项目部副主任鲁玉庆表示，今年以来，“四化”项目部在系统总结调研经验基础上，坚持

“七化”原则、配套五项机制，以效益为落脚点，全力实施构建新型管理区三年攻坚。年底前，开发系统“四化”
覆盖率将达到70%，20家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管理区相继投入运行。

落实油藏经营主体、激发提质增效活力

新型管理区助推老油田转型发展

本报5月9日讯(通讯员
李海鹰 贾新青 张宗

凯) 近日，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
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胜利油
田采油技能大师、山东省首
席技师唐守忠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河口采油厂采油
管理十区注采1004站被授予
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唐守忠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代表，在会上作了
题为《传承工匠精神 技能
成就梦想》的发言。

多年来，唐守忠秉承
“工匠精神”，岗位练绝活，
革新创效益，先后撰写发表
技术论文62篇，提出应用合
理化建议172条，自主完成的
152项创新成果获厂级以上
奖励。其中，获国家发明专
利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46
项，国家级成果6项，省部级
成果10项，局级成果53项，推
广应用后累创效益6700多万
元。所带徒弟有36人在中石
化、油田职业技能竞赛中获
奖，52人晋升为技师、高级
技师。连续6次获油田文明

建设先进职工、荣立个人三
等功4次，获得油田劳动模
范、技能大奖、为民技术创
新金奖、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等26项局级荣誉；获得中石
化集团公司技术能手，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技师、富民
兴鲁劳动奖章、创新能手、
首席技师、齐鲁金牌职工与
山东好人7项省部级荣誉；
2016年，“唐守忠创新工作
室”被山东省总工会授予

“山东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称号。

据了解，唐守忠是胜利
油田第七位走进人民大会
堂作报告的石油工人。

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
十区注采1004站管理的大王
北油田大52块是典型的潮
间带油田，共有油水井 8 4
口。2016年以来，该站聚焦质
量效益，创新实施“滩海油
田季节管理法”、“党小组+
项目组”双组管理模式等适
合滩海油田开发特点的管
理方式。借助“劳模创新工
作室”，广泛开展“金点子”
征集等活动，带领员工创先
争优，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顾松 邵芳
通讯员 耿立芹

深化改革调整

做实采油管理区

5月8日，在“四化”项目部办
公室，鲁玉庆登录胜利油田生产
运行平台后，就能实时查看已经
实施“四化”的采油管理区任何一
口油井的生产运行参数。按照传
统的运行模式，要想调取某一口
油水井的详实数据，逐级下达任
务再到逐级上报至少需要几个小
时，而现在只需要几秒钟。

这套集生产监控、报警预警、
生产动态、调度运行、生产管理、
应急处置等六大模块、148个小项
的生产运行平台系统，实现了24
小时源源不断的向油水井管理者
提供生产动态信息，为多产效益
油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经过五年的发展，胜利油田
所属的129家采油管理区中，已经
有62家管理区以“标准化设计、模
块化建设、标准化采购、信息化提
升”为核心实施“四化”改造提升，
并成为油田首批享受“互联网+”
带来的发展红利。

早在2012年，面对老油田开
发成本居高不下、开发难度日益
显现、自然递减率逐年升高的开
采现状，胜利油田就探索实施以

“四化”建设为支撑的油公司体制
机制改革。2016年，油田开发系统
全面完成油公司体制改革，实行

“采油厂-管理区-专业化班站”的
新型构架，最大程度释放基层创
效潜能。

有一次，鲁玉庆到基层调研
时，遇到了一位工作近30年的采
油女工。当这名员工得知“四化”
后实现无人值守时，激动的说道：

“以后再也不担心晚上遇到恶劣
天气，还要外出巡井量油了。”

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谈话，给
鲁玉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让
他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心酸。鲁
玉庆说，在推进“四化”过程中，并
非一帆风顺，也曾有员工对这项
工作不理解，担心因此失去工作
岗位，其实不然。“油田各单位深
入开展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在外
闯市场推动富余人员变‘包袱’为

‘财富’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首批10家管理区

成为创效示范工程

目前，油田已在孤岛采油管
理四区、石开青东采油管理区、现
河史127采油管理区、鲁明滨海采
油管理区、鲁胜鲁升采油管理区、
新春采油管理三区、现河郝现采
油管理区、河口采油管理十区、孤
东采油管理三区、滨南采油管理
五区开展新型管理区试点建设。

“首批十家新型管理区试点，
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为示
范成规范打下坚实基础。”鲁玉庆
说，近年来，油田针对稠油热采、
滩涂低渗透、陆上低渗透、海上开
发、海油陆采等五种典型油藏类
型，选取了现河史127、鲁明桩23
等“四化”示范区，在构建新型管
理区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鲁明滨海采油管理区是油田
低渗透油藏的典型代表，泵深
2400余米，液量动力明显不足，日
常运转的87口油井平均单井日液
量3吨。低品位油藏注定开发成本
居高不下，也因此成为鲁明公司
乃至全油田难啃的“硬骨头”。

滨海采油管理区党支部书记
熊继光说，随着以“四化”建设为
支撑实施新型管理区试点后，该
管理区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深

层次挖掘各项数据内在的关联
性，先后针对油井结蜡、泵漏、管
漏、出砂等12种常见生产问题，建
立了一井一策预警分析模型，搭
建起集数据感知、识别、定位、分
析、诊断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预
警平台，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
有效提升创效能力。

熊继光说，滨海管理区共有
97口油井，用工总量由“四化”前
的170人压减到112人，实施新型
采油管理区后用工总量将保持
在79人左右。目前，管理区油井
免修期平均为1217天，开井时率
达98%，按“三线四区”测算油井
均处效益开发。

现河郝现管理区“四化”后，
自然递减率由15%降低至8 . 9%，
现河史127管理区自然递减率由
17%降至8 . 2%。河口采油厂已经
实施“四化”的1200余口油井，躺
井率由6 . 69%缩减至3 . 74%。

“年底前，各开发单位至少
建立一个能够落实油藏经营责
任的新型管理区、创立示范，明
年完成信息化改造提升，2019年
变示范为规范全面完成。”鲁玉
庆说，新型管理区试点单位在体
制方面，生产指挥中心的作用更
为突出，三室职责更加明确，核
心业务更为精干，辅助业务更为
合理。机制方面，促管理方式向
现代化转变，生产指挥系统应用
全面融入生产、开发、经营等方
面，各项业务规范高效；价值创
造引领，围绕以利润为核心的指
标体系，价值引领和激励导向更
为突出；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内部市场调剂作用充分发挥。

实践证明，深入推进以“四
化”建设为支撑的新型管理区，
既是低油价下油田企业扭亏脱
困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运行质
量效益、降低员工劳动强度的重
要举措。

《大国工匠代旭升传》
首发式在北京举行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姜化明
田真) 近日，长篇传记《大
国工匠代旭升传》暨《大国
工匠之歌》首发式在京举
行。该传记是目前全国首部
著名大国工匠传记，也是第
一部全国劳动模范长篇传
记，稿费、版税50万元全部
捐赠给大国工匠与劳动模
范研究所，用于设立以大国
工匠代旭升名字命名的大
国工匠研究出版奖励基金。

长篇传记《大国工匠代
旭升传》记录了全国劳模、大
国工匠、胜利油田高级技师
代旭升多年来立足岗位创新
创效的事迹。据了解，代旭升
长期扎根基层从事技术创
新，曾荣膺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荣获“中国高技能
人才十大楷模”荣誉称号。中
国石化曾发出“向代旭升同
志学习的决定”，代旭升事迹
报告团在中石化所属企业作
巡回报告，被评为“传承铁
人，加油中国，全国十大标
兵”之首。以代旭升的名字命
名的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示范创新工作
室”，“国家人社部技能人才
示范创新工作室”。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
书记杨昌江说，自胜利油田
诞生以来，一批批石油工人
满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壮志豪情，谱写了油田勘探

开发的壮丽篇章。在50多年
创业和发展历程中，以代旭
升为代表的广大一线产业
工人，弘扬中国工人阶级的
伟大品格，传承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和石油石化优良
传统，艰苦创业，锐意创新，
拼搏创造，用勤劳的双手、
辛勤的汗水、创造的智慧，
推动胜利油田踏着我国石
油工业战略推进的时代节
拍，紧跟中国石化国际化发
展的坚实脚步，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辉煌的成就。

在谈到新形势下油田
的发展时，杨昌江说，面对
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
级的新形势，胜利油田将始
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的根本方针，大力倡导
弘扬“三老四严”“苦干实
干”的石油精神，大力倡导
弘扬伟大劳模精神和大国
工匠精神，大力营造尊重劳
模、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
做劳模的浓厚氛围，大力厚
植大国工匠成长作为的良
好生态，不断搭建平台、畅
通渠道、创新方式，持续打
造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勇于拼搏奉献、善于创
新创造的胜利铁军队伍，努
力在中国石化打造重要阵
地中构筑胜利高地，争当胜
利先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为国有企业发挥“六种
力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应应用用新新工工艺艺降降本本6600万万

观念转变，成本就节约60万，成绩来源于胜利油田河口采油管理八区的太平油田。据了解，太平油田属稠
油边底水油藏，在依靠天然能量开发过程中，通常采用注蒸汽热采降低原油粘度，每次不但要焖井停井，还需
前后两次作业，一个周期成本80万元左右。今年，河口厂优选区块油稠、供液差、产量较低油井，开展井筒内挤
降粘剂解堵等实验，仅用20万元就实现过去80万元的措施效果。目前，这项低成本降粘剂增产增效工艺措施
已在河口厂全面推广，为提质增效升级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孙冠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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