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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胜利油田开展“四不两直”

深入基层一线 督导安全生产

本报10月10日讯(通讯
员 惠心怡 王晓静) 国
庆节这天，对田洪娟来说，
注定是忙碌而充满挑战。
尽管前一天晚上下班回到
家已经11点了，早上5点半，
她的闹钟依然准时响起。

田洪娟是胜利油田胜
东社区瑞达物业公司的员
工。前不久，她与社区的33
名姐妹一起，到山东鲁百
集团承揽业务。随着两家
单位人力资源合作协议的
签订，田洪娟从门卫变成
商场销售员。

10月1日，田洪娟所在
柜台顾客络绎不绝，几乎
没有休息时间。不过，她现
在已经适应新岗位，并能
熟练地给客人介绍商品。

常年在门卫岗，接触
的都是相熟的居民，田洪
娟觉得自己与快节奏的生
活有些脱节。于是，她决定
报名转岗。她还记得第一
天到鲁百上班，看到顾客
进店，自己却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只能小心翼翼的
跟在顾客身后。“等顾客走
了，我很懊恼。”田洪娟说。

店长徐闽英从事这个
行业已经27年，她原本很
担心田红娟和同事们无法
适应新工作。“毕竟工作性

质不同，但是她们改变了
我的看法。”徐闽英说，她
能感觉到转岗员工很努力
地适应新环境，进步很快。

一上午很快过去了，
田洪娟的水杯里还是早上
点完名时接的水。中午1点
多，放假回家的女儿给她
送来了茴香馅包子，田洪
娟没时间多陪女儿，很快
吃完就赶回岗位。

在另一个柜台上，“80
后”基层干部董华休完产
假，就报名参加了这次业
务承揽。物业和销售，同样
是服务行业，但她觉得外
面的企业职工竞争意识更
强，这里有许多好的管理
经验和规范标准值得学
习，“一定要把好做法带回
去运用到物业服务中”。

晚上9点20分，送走最
后一名顾客，田洪娟开始
与店长盘库。徐闽英抬手
看了一眼手环，在这100多
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天下
来走了一万多步。“娟姐有
关节炎、腰椎病，但还是坚
持上完一个‘老班’。”她们
习惯将从早到晚一整天的
班叫做老班。晚上9点45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田洪
娟捶着腿，拿着包走出大
楼，疲惫却又满足。

““我我和和国国旗旗合合个个影影””

本报10月10日讯(通讯员 蒲
创科 王东奇) 10月1日至8日，
胜利油田和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领
导以“四不两直”方式，到基层督
导检查安全生产、节日值班、应急
管理和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同时
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
部员工。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胜利油
田分公司总经理孔凡群到车辆管
理中心办公楼、一中队调度室，热
电联供中心胜中供热分公司监控
中心等生产现场，详细了解节日
值班、车辆GPS安装运行、供暖热
网分布以及备暖准备运行情况。
孔凡群强调，安全稳定是企业的
生命线和中心工作，没有稳定就
没有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
要强化安全生产分级责任落实，
充分发挥各级组织作用，确保责
任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聚焦价
值创造，深化专业化管理，细化措
施、完善机制、创新实践，不断提
升经营服务水平。要统筹处理好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关系，优
化人才成长通道，加大资源优化
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千方百计调
动干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孔凡群要求，要建立完善内
部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加大风
险管控力度，善于借鉴和运用车
辆管理的先进经验，通过创新管
理，实现转型发展，全面提升经营
效益。在目前备热阶段，要突出问
题导向，管理好供暖设备和管网，
细化安全管控、运行管控措施，确
保供暖期安全平稳运行。

管理局党委书记杨昌江，管
理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韩辉
到东辛采油厂辛50—CX27井、现
河采油厂集输大队、滨海公安局
基地分局玉苑派出所等一线单
位，督导检查安全、节日值班、消
防设施等情况。杨昌江要求，要严
格落实节日值班制度，落实责任，
确保节日期间油田生产经营、安

全环保、和谐稳定等各项工作平
稳有序运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节日期间，更
要加注重安全环保工作，杜绝各
类安全隐患，以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精神，把生产经营搞上去，为国
家、为油田多作贡献。

杨昌江强调，要严格落实安
全责任，加强对重点区域、重要风
险点监控，优化节点流程，将安
全环保工作部署落实到实处。当
了解民警周学建生病仍坚守岗
位，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事迹
后，杨昌江专门看望，并详细询
问身体、生活、工作情况。杨昌江
要求，各级组织要充分关心职工
群众的身体生活情况，解决基层
职工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快乐工
作、健康生活。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总经理张
煜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33队永
936井作业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施
工数据、施工进度，查看节日期间
生活保障情况。张煜要求，要提高
安全意识，抓好雨后安全生产工
作，做好安全防护，杜绝各种安全
隐患。施工中要做好各项数据采
集，确保油井有产量，员工有收
益。要利用好设备调剂租赁平台，
优化好闲置设备，严格落实好各
项奖惩政策，做到员工利益、公司
利益与采油厂利益相结合、相统
一，实现多方共赢。

管理局党委常委、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张洪山到黄河
钻井总公司50207钻井队检查指
导工作。张洪山要求，要加强节日
期间生产组织运行，全面掌握节
日生产动态，全力保障钻井生产
安全平稳有序运行。要强化施工
现场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加大检查力度，多层
次、多方位，不留死角，以“严细
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将风险管控、
应急预案落实到每名员工、每个
生产环节，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

风险，全面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韩辉到胜利建工、胜北社区景
苑物业公司南区物业服务班、滨
海公安局胜兴派出所景苑警务
室、胜采消防中队等一线单位检
查指导工作。韩辉要求，要强化节
日值班制度和责任落实，前移火
灾预防关口，构筑消防安全防火
墙，确保节日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要广泛发动居民参与小区治安管
理，同时延伸拓展党员服务社职
能，充分发挥警务室作用，打造

“人防物防技防”三张安全网，形
成小区治安管理合力。

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郭洪金
到石化总厂生产调控中心和重油
催化车间以及河60—侧12B井作
业施工现场，要求要严格执行操
作规程和标准，对关键要害部位
加强监控，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带
班制度，确保上班一分钟、安全六
十秒。

管理局副局长乔恩言到胜利
发电厂三期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和一、二期封闭煤场，
了解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生产运
行、机组检修、煤炭储存等重点工
作落实情况。在胜南社区南苑警
务室、治安监控中心和一站式收
费大厅，了解节日值班、夜间巡
逻、安保维稳等工作并提出具体
要求。

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宋明水
到电力管理总公司电力调度中
心、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庐山路
配气站等一线现场，要求节日期
间做好管线的日常检测工作，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情况，科学调配
电能，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宗
檀到石油开发中心青东5陆上终
端站和海油陆采平台现场，要求
要注重安全环保工作，强化安全
监管，做好现场管理，坚决杜绝
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清洁生产、
安全生产。

为庆祝建国68周年，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发起“我和国旗合个影 祖国我想对你说”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爱国就是兢兢业业、爱国就是干好每一件小事……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出船舶人对祖国的
热爱。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程守升表示，通过开展“我和国旗合个影、祖国我想对你说”这
样简单、温馨的活动，在引导职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对祖国大声说“我爱
你”的过程也向身边的每一个传递着正能量。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摄影报道

胜东社区30余朵“金花”外闯市场

用心服务，新岗位上树口碑

滨海警方全警动员、明确责任

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稳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卢明

卜祥敏) 节日期间，滨海
公安局全警动员、明确责
任，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
措施上坚决有力、行动上
落实到位，全力确保油田
社会治安持续平稳。

10月1日以来，滨海公
安局执行一级防控勤务，
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将
机关民警下沉到基层，把
警力摆上街面、摆进社区、
油区，启动警灯闪烁工程，
强化打防管控等各项措
施，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
罪空间。期间，滨海各级公
安机关出动巡逻警力13000
人次、警车3300台次、设定
巡控点50处，每天30多支武
装巡逻组全天候在重点要
害部位、人员密集场所、居
民小区开展巡逻守护。

持续开展“两打一整
治”专项行动，全力推进社
区侵财犯罪破案会战，严
打各类刑事犯罪特别是影
响群众安全感的侵财类犯
罪，强力开展逃犯缉捕工
作，集中整治社会治安乱
点。期间，共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37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40名，抓获各类逃犯8名，
清查旅馆、娱乐场所703家
次，发现治安隐患56处，全
部督促整改到位。

强化公共安全监管，
全面彻底排查整治各类安
全隐患，严格落实公共安
全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
火灾等公共安全事故。对
消防重点单位、“九小场
所”、人员密集场所进行

“拉网式”检查，滚动开展
“零点夜查”行动，持续清
剿火灾隐患。期间，检查反
恐重要目标、重点单位、重
要部位1754个次，检查危爆
化学品从业单位159家次，
检查医院、中小学幼儿园
271家次，检查加油站、物流
寄递从业单位287家次，检
查消防重点单位、九小场
所2854个，排查整改各类安
全隐患2591处。整个假期，
油田未发生重大火灾事
故。

据统计，“双节期间”
滨海公安局接报警总量同
比下降25%，刑事警情同比
下降36%，油田未发生重大
刑事、治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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