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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过试运行后，作为中石化东部最大的陆上采油平台——— 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采油管理四区白鹭
湖“井工厂”实现了无人值守。据了解，已投产油水井43口、日产油量150吨的白鹭湖“井工厂”在建设初期，就
按照油公司模式实施“四化”建设，并依托技术创新促进生产运行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变革。“平台已经实现
了生产运行的全参数自动采集、全天候智能监控、全过程自动预警。”采油管理四区经理王怀明说，当前，除维
修人员按运行周期和系统报警开展设备巡护消缺外，管理区不再设置小班和夜班值班人员，与同井数常规井
站相比减少用工7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铁 刘家辰 摄影报道

五千胜利人
走出去创造价值

2016年，国有企业“三供一业”改革拉开序幕，逐步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2017年，胜利石油管理局实施考
核新政，所属二级单位首次实行盈利承包。“时代的变革，给胜利物业系统提供了绝处逢生的发展机遇和创效
信心。”管理局公共事业管理部副主任盖利波说，近年来，油田物业系统管理上精雕细刻、经营上精打细算、服
务上精益求精，深入应用“互联网+网格化”，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外闯市场夯实了提质增效升级根基。

互联网+网格化，物业成“小棉袄”
信息化让服务智能精准，胜利物业外闯市场有了底气

采采油油平平台台实实现现无无人人值值守守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王东奇 徐海峰) 数据

统计，自1997年至今，胜利
油田应用化学驱油技术累
计增油2839万吨，提高采收
率8 . 2%，成为油田增油上
产的利器。

在低油价形势下，油
田化学驱油技术产油的平
衡 油 价 在 5 0 美 元 / 桶 以
下，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据 2 0 0 7年提高采收率潜
力评价数据显示，油田可
应用化学驱的地质储量占
油田动用储量的三分之
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化学驱在油田生产中仍将
扮演重要角色。

化学驱油技术是油田
大幅度提高采收率的主要
技术手段之一。勘探开发研
究院采收率室元福卿介绍，
该技术驱油原理就是在水
中加入化学物质，增加水的
黏度，使得水黏度接近原油
的黏度。“黏度比越高，驱油
效果越好。”

20世纪60年代，油田科
研人员就开始了化学驱油
技术的室内研究工作。1992
年，油田将化学驱由室内搬
到室外，在孤岛厂进行矿场
实验；1994年，油田在孤岛、
孤东厂进行扩大矿场试验；
1997年，油田开始在一类油
藏中正式推广应用化学驱。

目前，化学驱油技术在
一类和二类油藏中得到大
规模应用。目前科研人员正
在研究适用于三类油藏的

化学驱油技术。
经过20年的发展，油田

形成了以聚合物驱、二元复
合驱、非均相复合驱为主的
化学驱油方式。

聚合物驱累计增油量
占据化学驱的60%以上，其
对应的产油平衡油价在30
美元到40美元，经济效益可
观。孤岛油田中一区Ng3在
20年的聚合物驱开发中，日
产油量增加3 . 6倍，累积增
油19 . 8万吨，最终采收率达
到58%，每吨聚合物增油达
到140吨。

创新一直推进着化学
驱在油田的应用。针对聚合
物驱后油藏存在剩余油分
布零散、油藏非均质严重等
特点，油田研究出井网调整
非均质相复合驱油技术，成
功为聚合物驱后油藏有效
动用剩余储量指明方向。

2010年，油田在孤岛中
一区Ng3开展了聚合物驱
后井网调整非均相复合驱
先导试验，实施后降水增油
效果显著，已提高采收率达
到8 . 5%，预计最终采收率
可达63 . 6%，并形成适合聚
驱后油藏高效开发的非均
相复合驱配套技术。非均相
复合驱油技术获得中国石
化集团发明一等奖。

作为油田开发的接替
技术，目前，井网调整非均
质相复合驱油技术的成本
较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将技术成本降到50美元/桶
以下。”元福卿目标明确。

本报记者 顾松 邵芳

物业服务信息化
居民见识智慧社区

以往，家住仙河社区文明小
区的吕振文老人购买生活用品，
要到小区外3公里的市场采购，现
在却方便了很多。年初，他直接在
小区内“胜利管家”线下体验中心
购买了一袋大米。考虑到吕大爷
搬运困难，物业员工特意找来一
辆三轮车送至吕大爷家中。

4月，家住文明小区的高尚平
大爷通过儿子在“胜利管家”APP
进行报修，物业维修人员林静、周
振岭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了大爷
家，并帮助老人购置了漏电保护
器，杜绝家中电路跳闸现象。

胜利油田共有10家社区单
位，是为油田职工提供后勤保障
服务的大本营。随着盈利承包模
式的实施，油田已步入改革调整、
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劳动力密
集、成本高、劳动效率低、利润低，
已经成为制约物业转型的关键。”
公共事业管理部副总经济师曾云
说，注入科技力量促使传统四保
(保洁、保修、保绿、保安)向智能化
阔步，打造“信息化+物业”的服务
新模式，进而优化盘活7000余名
物业员工，成为物业系统转型的
奠基石。

2015年以来，公共事业管理
部通过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资源
整合，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起一
个承担油田住宅小区居民日常保
修、咨询、投诉、服务等多项职能
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平台，油田
居民拨打440—8555440即可享受
优质服务，此举在便民的同时压
缩派工人员82人，并实现油田440
业务的智能化管控。

2016年，公共事业管理部再
次发力，搭建起440的线上服务平

台“胜利管家”APP，实现了网上
缴费、报修、医院挂号及公积金、
社保、工资查询，家政、旅游等便
民信息推送等多项便民集成功
能。已先后在河口、仙河两家社区
投产的“胜利管家”线下体验中
心，打造出物业O2O经营模式，目
前注册用户近6万人。

“82名员工进军物业一线实
现了转型瘦身，同时物业引领商
家入社区的意识也在大幅增强。”
盖利波坦言，目前，他们正筹备在
APP中加入电商功能，逐步形成
物业砍价、百姓受益、多方盈利的
共赢局面，一个智能化、智慧化的
社区将日渐显现。

物业员工变管家
提供“定制”服务

近日，胜中社区馨园物业服
务公司东利物业班的“爱心管
家”张翠忙坏了。通过前期入户
调查发现许多老年居民因腿脚
不便无法购买鲜奶，该物业班
便 与 商 家 推 出 了 鲜 奶 配 送 业
务，半个月来张翠每天要为10名
老人送货上门。

在东利小区像张翠一样的
“爱心管家”还有16人。如果将小
区比作一个大网格，“爱心管家”
则是小区16个精细化小网格的管
理人，承担起网格区域内的环境
卫生、绿化养护、维修保养、秩序
维护、小区创建、安全管理和创效
增效等各类巡查监督工作。

张翠承担着80余户居民的服
务工作，她将小区居民分为A、B、
C三类，以便制定与之配套的服务
计划，为管辖的每名居民留下联
系方式，搭建起居民与子女组成
的微信群，形成了无缝对接。鲜奶
配送业务就是“爱心管家”为居民
量身定制的特色服务，居民便利
了，物业从中获得创收。

公共事业管理部将按照1个

管家对应300户左右居民的要求，
将油田小区优化为36个大网格、
143个中网格、523个小网格，管家
承担起网格内四保基础服务、创
效等工作，3月起网格化管理在全
局推广开来，打通了服务居民的
最后一公里。

针对居民的要求，诸多各具
特色、精准服务的便民项目在胜
中社区遍地开花。在荟萃居家服
务中心，家电清洗、鲜果配送等业
务深受欢迎。“网格化管理引领物
业从转型瘦身向转型变身蜕变，
在为居民量身定制便捷服务的同
时，也让物业找到了创效突破的
方向。”盖利波说。

勇闯市场争先锋
打造胜利物业品牌

近年来，为了储备物业管理
人才、提升物业经理综合素质和
管理水平，公共事业管理部已先
后对50余人开展项目经理人学习
培训，提升外闯市场综合竞争力。

去年5月起，公共事业管理管
理部和胜中社区就将目光同时聚
焦了华北石油局位于郑州的社区
物业管理项目。今年3月上旬，接
到招标文件后，胜中社区成立投
标小组赶赴郑州后，迅速进行现
场勘查、测算标价、准备技术标等
工作，最终凭借技术优势、人才优
势、文化优势、企业优势，以商务
标第一名、技术标第二名的总成
绩拿下了320万合同。

“胜中社区外闯市场多创效，
为胜利物业更高更远的发展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盖利波认为，在
严峻的经营压力面前，胜利油田
各社区将外闯创效作为转型发展
的重要举措，例如胜北社区、胜东
社区先后承接地方派出所、银行、
政府办公楼、市政设施等服务业
务，在积累市场经营经验、凝聚奋
起前行力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胜利油田化学驱油
20年增产2839万吨

本报6月6日讯(通讯员
王维东) 刘和伟是胜利

油田孤东采油厂管理三区
注采301站的一名采油工。
干了30多年老本行，今年47
岁的她告别熟悉的岗位，转
岗来到北京办事处，成了一
名客房保洁人员。

5月9日，孤东厂和北京
办事处签署合作协议，孤东
厂24名干部员工承揽北京
办事处的餐饮服务、客房保
洁、汽车驾驶、电工等工作。

在油气开发单位，过去
委托外部队伍承担的维修、
绿化、生活服务甚至是门禁
管理之类的岗位，现在大多
被优化出来的主业员工争
了回来。截至目前，管理局、
分公司盘活人力资源近
3000人。北京、新疆、内蒙
古、河南……只要有市场，
就有胜利人的身影。3月27
日，临盘厂和济南办事处签
订业务承揽协议，首批10名
集输工转岗成为胜利石油

大厦的服务员。
近年来，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牢固树立“内部市场是
市场，外部市场也是主战
场”的理念，通过压扁管理
层级、精简机构设置、压缩
队伍规模、严格“三定”、开
展竞争上岗等途径，不断推
进人力资源优化盘活工作。

借助区域优势，胜利石
油工程公司承揽了管理局
物业服务、小区治安巡逻、
胜大超市生鲜配送、面食加
工、门卫等业务，输出用工
1062人。同时，他们积极开
展系统外业务，先后承揽了
山东省天元信息公司测绘、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煤层气
勘查、中石油川庆钻探公司
录井服务、延长油田井下作
业监督和安全监督等业务，
共走出去1004人。

截至目前，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已输出业务承揽人
员2096人，1至4月创收21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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