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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由胜利油建公司承建
的北京新机场津京第二输油管道工程
天津段全面开工，项目预计明年年底前
完工。据了解，胜利油建承建该工程的01
标段，管线途经滨海新区、津南区、东丽
区、宁河区，长度73 . 41km。管线建成后将
作为保障北京新机场航油供应的重要
通道，可在2020年同时兼顾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的航煤需求，为提升中国航油航
煤运输管网核心竞争力、助力京津冀协
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
月 李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宗凯

国庆节“练兵”

10月1日晚10点，河口采油厂集
输大队值班的副大队长闫公举来到
首站，检查节日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巡查完毕后，他把值班干部陈彦叫
到身边说：“今天是国庆节，咱们也
来个练兵，小陈，佩戴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

接到命令，陈彦迅速行动起来。
检查压力、托举过顶背至身后、拉紧
肩带、面罩佩戴、瓶罩连接建立呼吸、
固定腰带……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佩戴后，闫
公举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安全生产，
过节就是过关，大家一定不能放松警
惕。”说完，闫公举又赶往了下一个生
产现场。

月出之前的“点火”

“ 旋 转 阀 门 、调 节 档 位 、点
火……”注汽大队陈北注汽站当班
员工冯涛完成启炉工作后，抬头看
着刚刚爬上天空的圆月，笑着对搭
档付洪美说了一句中秋快乐。

原来，中秋节当天，注汽大队陈
北注汽站正注的陈19-斜61井完注
后，接到了倒注陈22-斜66井的任务。
虽然是中秋佳节，但是陈北站的员工
并没有因此而松懈，反而立下了“月
出之前完成启炉”的军令状。

下午2点停炉后，当班员工兵分
两路，一路协助搬家班拆连流程管
线，一路对锅炉进行维护保养。3个小
时后，设备巡检完毕，冯涛赶到注汽
流程现场，在确认井口、管网阀门均
已倒好后，与搬家班人员完成交接。

下午5点30分，启炉成功，巡检参
数全部合格。

两个“第一次”

10月5日一早，于在洋完成交接
班后，紧张的情绪得到放松。今年23
岁的于在洋，是采油四区注采402站
副站长，10月4日不仅是第一次在岗
位上过节，也是第一次独立带班。

说到第一次独立带班，于在洋有
些激动，“虽然站上的工作已经非常
熟悉，但是独立带班还是有些打怵，
特别是看到工作日志上有一口水井
洗井任务时，自己心里更是在打鼓。”

在等待罐车时，于在洋赶紧向
老职工请教注意事项，就在罐车到
现场的时候，本已休息的站长赵晓
龙却一同出现。原来，赵晓龙不放心
徒弟，前来帮忙。在洗井过程中，赵
晓龙一边指挥洗井，一边给于在洋
传授经验。中午1 2点3 0分，洗井完
毕，运行平稳的液量曲线证明他顺
利通过了第一次带班考验。

坚守一线，为祖国献礼
国庆假期，当不少市民沉浸在度假休闲的喜庆当中时，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值班干部员工依旧坚守在生产

一线，在自己的岗位上用汗水和辛劳向祖国生日和党的十九大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重点输油管道开工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振国 李文凯) 10月7日
下午4时许，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海
二采油管理区注采二站副站长张俊
结束了一天的巡检准备回家给儿子
过生日，没想到这时中心二号平台中
控室自动化监控系统突然报警。

“停井了！”正在填写生产记录的
张燕杰迅速翻看停井前后的油井资
料，并向陆地调度室汇报情况。

“因大线电压波动，造成CB20CB
-8-11-14三口井停井。中控室通过信
息化平台使CB20CB-8-14开井成功，
但CB20CB-11开井失败，油压、电压、
三相电流均已落零。”张燕杰迅速将

停井前后资料上报调度室。
“电视监控画面已锁定CB20CB

井口平台，平台流程无异常，监控显
示回压正常。”中控室值班员工时旭
阳交替查看电视和自动化监控画面，
仔细观察平台异常情况。

与此同时，CB20C平台长郭鲁兵
带领员工王磊立即赶赴井口，在排除
井下因素后，将故障锁定在变频控制
柜上。“立即联系厂家技术人员，协调
汇鑫201组织人员出海抢险！”值班副
经理孟令军随即发出指令。

接到命令，张俊给家里打电话说
明情况后，便在船上开始待命。下午6
点45分，厂家人员赶到后迅速奔赴停

井平台。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郭鲁
兵每隔半小时汇报平台干温干压，中
控室密切关注海域瞭望等情况。

两个小时后，抢险人员登上平
台，分两路查看现场状况。张俊带队
来到井口平台，检查油井压变、温变
及管线流程。厂家人员直奔平台配电
间，排查停井原因。经过排查，判断变
频控制柜驱动板故障导致PC报警，对
该电路板进行了更换。

当晚9点50分，空试控制柜正常
后开井成功。看着油井生产正常平稳
后，张俊返回家中时已经是8日凌晨1
点，看着熟睡的孩子，他心里充满了
愧疚。

海上抢开井，错过儿子生日

10月6日，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营一
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干事黄惠峰和注
水1站员工一起加强柱塞泵巡检，及时解
决柱塞漏失量过大的问题，有效保障设
备节日平稳运行。节日期间，该管理区
机关干部认真落实节日值班制度，深入
承包班站、生产一线，督促原油生产。严
格执行“两特”带班管理制度，做到值班
领导干部到位、人员到位、生产措施到
位、突发情况处理到位，及时送服务到
一线，帮助基层员工解决生产难题。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刁立
飞 摄影报道

机关下基层解难题

“双节”期间，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
突出强化安全保障，优化钻机启动、设
备搬等关键措施，全力确保生产平稳高
效。奋战在沙特、科威特、墨西哥、西北
地区等国内外市场项目的员工节日生
产不松劲，全力提效率增效益。加油气
站、物业、德仕、易捷等项目员工也坚守
岗位，用高品质服务赢得客户信赖。据
统计，该公司8天时间在胜利油区和国内
外部市场累计完成钻井进尺3 . 7万余米。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薛亮
徐毅 摄影报道

8天进尺3 . 7万米

“双节”期间，在胜利油田孤岛采油
厂注汽大队注汽站现场，总能看到一群
青工身着被汗水浸湿的工服，戴着黢黑
的口罩，从锅炉炉膛狭窄的人孔中进进
出出。原来，经过一个夏季的高效运转，
炉膛中炉管积灰严重，换热器、注汽软
连接、阀门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蚀损
坏。为高质高效运行，该大队积极组织
团员青年开展“设备管理我负责，增效
保效我加油”活动，从源头消除设备

“跑、冒、滴、漏”等现象。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珊

珊 摄影报道

节日设备检修忙

“双节”期间，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严格岗位责任落
实，强化全过程衔接，安全、环保、稳定工作平稳有序，原
油产量稳中有升。据了解，为确保节日期间工作量不减、
产量不降，采油厂对生产运行等工作进行部署，并广泛
发动团员青年开展“身边隐患大排查”等活动，实现安全
高效运行。据统计，8天时间里，该厂累计交作业井30口，
上作业井30口，新井投产3口。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海霞 摄影报道

3300口口井井完完成成作作业业投投产产
“双节”期间，中石化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的物

探找油人，在异国他乡、大漠内外，用隆隆的地震勘探炮
声向国庆献礼。奋战在鲁布哈利大沙漠的SINOPEC3106
队，克服天气炎热、风沙肆虐、地形复杂等困难，保障生产
高效运行。面对测线稀疏、营地频繁长距离搬迁难题，他
们合理布局野外营地，提前做好搬迁计划和路线踏勘，平
均日产维持在2900炮左右。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俊 崔櫵 摄影报道

异异国国他他乡乡找找油油人人

优质服务不打折

“双节”期间，小幅上升的生活垃圾
和连日的雨天给物业管理工作带来一
定的挑战。对此，胜利油田胜中社区提
前部署，严格督导各三级单位及时对小
区道路和楼间路面的落叶、垃圾进行清
扫，并精细楼道内杂物和卫生管理工
作。与此同时，胜中社区服务热线全天24
小时保持畅通，旨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
居民解决问题，全力以赴为辖区居民营
造一个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洁
董蕾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程秀坤 范海港) 国庆期
间，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特车大队特
车二队副班长禄伟没有休息，由于施
工较多他已连续工作了5天，“节日岗
位坚守，我觉得这就是奉献。”

在特车大队，禄伟是能开水泥
车，罐车、压风机等5种车型的全能司
机。10月2日上午，他熟练的操作着水
泥车，配合作业大队施工。“工作再

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禄伟说。
在工作现场，特车大队修保队工

房传来一阵“争吵”声。“小张，你去把
左前半轴打开检查一下。”“师傅，检
修单上没有这个检修项目”

“这边半轴出现了半轴卡死的现
象，那边的应该也要出现同样的问
题，我们应该打开轴头检查一下，防
止发生同样的故障。”汽车维修技师
高清海对正在配合他检修水泥车的

袁北镇耐心地说。
支千斤顶，架保险櫈，扒轮胎……

一项项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过
40多分钟的紧张施工，左半轴取下来
了，经过清洗后发现半轴已经有轻微
拉伤，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和右半轴
一样，半轴卡死，车辆无法行驶，影响
生产。

又经过40分钟的施工，车辆装配
完毕，保障了生产用车。

工作再忙，不忘安全生产

未雨绸缪，换来轻松假期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涛 马俊松) 10月
7日，陈红和几名值班干部在办公
室整理资料，在维修一线干了20多
年，他觉得这是最轻松的一个长
假。作为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维修
大队维修一队队长，他永远是维修
抢险的主力，每到长假期间都是最
忙的，接不完的电话、忙不完的抢
险，这样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时。

这一切都得益于维修大队工
作思路的转变——— 从被动接受任
务到主动介入摸排。现河采油厂作
为24小时生产单位，又是有着30年
历史的老厂，管线老化、油区范围
广、抢修难度大，一到过节就面临
着任务多、人员少、协调难的窘境。

面对困境，唯有转变观念，找
到问题根源，方能保障生产。这个
大队在9月上旬便开始联系各采油
管理区，根据产量高低、是否动火、
是否存在隐患制定了节前抢修清
单，提前半个月进行突击检修，确
保问题隐患不过节。

一些年久老化的管线，是维修
大队重点关注的“老病号”。现河集
输大队的输气管线，日输气量高达
3 . 3万立方米，如果遇到较大的穿
孔需要更换管线时，必须先清空管
线里的残留气体，会耽误数个小
时，如果在假期干，影响生产时间
会更长。

在国庆节前，陈红带队将可能
存在隐患的部位全部 排查，有问

题，修！不合格，换！在特别“照料”
下，整个长假期间都没有“犯病”。

“节前的突击检修可不是走过
场。”陈红介绍。9月29日，史南采油
管理区外输管线穿孔，需要更换50
米管线。切割管线后发现，50米处
管线内部存在沟槽，仍存在穿孔风
险。陈红与采油管理区商量后，决
定延长更换管线的长度。本来可以
按时收工的活直到晚上9点才干
完，比计划多出10余米。

未雨绸缪的安排部署，换来的
节日期间生产平稳有序，今年国庆
期间全部工作量只有去年的50%。

“虽然节前连轴转，但是保障了生
产，稳住了产量，一切都是值得
的。”陈红说。

一条特殊的祝福短信

岗位上最后一个中秋节

冒雨抢修保运行

父女俩的中秋节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勇 李辉) 10月
4日晚上8时45分，胜利油田滨南
采油厂注汽大队注汽8号站值班
室里，武丽向注汽大队汇报804#
炉已停炉等生产信息。看到女儿
忙碌的身影，同在一个注汽站的
父亲武福斌很欣慰。

4日下午，武丽接到通知称因
注汽对应的油井需要挤固砂剂，
8 0 4 #炉需要停炉。挤固砂剂结
束、再启动锅炉、达到设计注汽
量停炉，至少需要5个多小时，期
间需要密切关注参数变化。

2008年，武丽成为注汽8号站
员工。注汽8号站是注汽大队最大
的注汽站，3台湿蒸汽发生器、水
处理及配套设备，还担负着为采
油五、六、七区提供热洗用水的任
务。最近，为实现锅炉油改气，注
气站里都是单油罐运行。油罐是
渣油罐，罐底杂质较多，燃油蒸汽
加热、卸油时可能搅起的杂质极
易堵塞燃油流程，造成锅炉故障
报警。“这个时候一定要盯紧点，
不能因为管理不精细，增加额外
的工作量。”武福斌说。

“精细管理就是日常行为准

则，无论是不是节日，只要在岗都
要确保每一个环节安全精细运
行。”写完报表参数后，武丽拿起
了活动扳手走出值班室。

“爸，跟我上801#炉吧，看看
油嘴需不需要清。”武丽说完这句
话，但老武没有应声。过了一会
儿，武丽来到锅炉房时，一个熟悉
的身影早就蹲在燃烧器前。

原来，没吭声的父亲比她先
到了一步开始检查设备。“去值班
室歇会儿吧，油嘴我已经清好了。
过节了，一会儿咱父女俩也吃个
月饼。”武福斌说。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于佳) “双节”期间，

胜利油田东胜公司干部员工坚持
节日生产，优化工作部署，强化生
产运行，加强运行衔接，扎实做好
油区安全生产工作，确保节日生产
安全平稳运行。

10月1日凌晨4点30分许，短时
强降雨突袭东胜油区。凌晨5点50
分，在雨中忙碌了一晚上的值班人
员正准备歇一歇，滨南采油管理区
生产指挥中心的电话骤然响起,尚

二区块全线停电，80余口油水井遭
遇停井。

为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滨
南采油管理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制定排查方案，20余名党员干部兵
分多路排查原因。强降水使进井道
路泥泞不堪，车辆无法进入，大家
只能徒步进入井场。经过仔细检
查，他们最终在天亮前排除故障让
尚二区重新恢复供电。

节日期间，东胜公司干部员工
严格按照节前安排部署，优质高效

的组织生产，合理安排各项工作任
务，做到工作计划落实到位，工作
任务完成及时。他们从强化生产运
行和组织衔接入手，合理安排值
班，做到“岗不离人，人不离岗”，执
行各级干部带班制度和24小时值
班制度，对检查出的问题予以通报
并纳入考核。

据了解，节日期间，东胜公司
始终保持安全高效运行，原油产量
平均每天比四季度配产超出30吨，
为完成全年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姜凯 尹永华) 10月

4日中秋节，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
采油管理五区注采501站KD191号
计量站值守员工刘明学，在岗位上
仔细查看着井温和外输加热炉的
燃烧情况。与以往不同的是，他的
日常巡检多了一项查看潮水水位。

KD191号计量站地处黄河入
海口自然保护区滩涂内，是涉海井
站，管理着11口油井，“双节”期间
恰逢刘明学值班。

根据气象信息显示，节日期
间，油田近海将出现一次较大风浪
天气。9月30日，采油厂下发防御大
风通知后，刘明学丝毫不敢马虎，
每隔半小时就到岸边查看水位涨
幅情况。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岗位上过
中秋，明年这个时候就退休了。”59
岁的刘明学有着20多年的采油经
历，他已连续在岗位上度过了8个
中秋节。在他看来，过节期间要比
平常更用心，不能有任何纰漏，只

有这样，节日才过得圆满、踏实。”
4日下午，刘明学的工作安排

的很慢，查看潮水水位等工作自然
不能少。除此之外，他还要对涉海
管线进行重点巡查，并对所有油井
的单井点炉升温做好提前准备，这
一圈下来至少需要走2个多小时。

圆月高悬，思念正浓。简单的
晚饭后，刘明学通过电话与家人互
道节日祝福，随后拿起手电筒径直
走向岸边巡检，这已经是他当天走
的第25趟。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黄跃镇 王玉鹏 )

“祝各位朋友国庆快乐，您的好友
李贵华今天将继续工作，不能及时
回复，敬请见谅。”10月1日清晨6时
许，胜利黄河南苑钻井工程部生产
部门负责人李贵华在赶往井场的
路上，就已通过定时预发送的方式
将提前编辑好的祝福短信发出。

由于手机不能带入井场，提前
向亲朋好友送祝福、并说明情况，

他感觉非常有必要。
当李贵华来到30556队施工现

场时，员工们正在忙碌着，节日丝
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选在
30556队跟班劳动，既因为这个队
要进行整拖施工，又担心外协单位
工作人员急着回家过节，出现“活
难干，脸难看”的现象，耽误生产时
效。所以，他和生产办的同事就到
井场跟班劳动。

向周边井队求援，紧急征调一

台拖拉机备用；根据现场情况，重
新布局装卸顺序；与外协单位协
调，调整到井时间；组织员工巡回
检查安全隐患……丰富的施工经
验，让李贵华在现场指挥时把时效
的“按钮”调至最高。

下午4时30分，胜3-平154井整
拖作业顺利完成，全队员工长出了
一口气，而李贵华也趁着短暂的休
息时间，把员工们聚到一起总结经
验、叮嘱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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