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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提升油水井现场三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以及油藏开发水平，全力攻坚年度各项经营管理任
务，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开展“强管理、抓三标、创效益”春季竞赛。据了解，本次春季竞赛将分为三个阶段，
下设安全“三标”项目组、油水井“三标”项目组、创效增效项目组3个专项组。春季竞赛期间，广大干部员工将
围绕“四大担当”行动，聚焦产量和效益等竞赛目标，主动将工作阵地前移，深入生产一线，努力营造“干群上
下一条心、齐心协力上水平”的生动局面，为采油厂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木水 尤鲲 摄影报道

强强管管理理 抓抓三三标标 创创效效益益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玉龙
张宗凯) 4月12日，胜利

油田河口采油厂召开新型
采油厂建设第二阶段研讨
工作督导会，通报新型采
油厂建设进展情况，并对
投入管控及资产优化、人
力资源优化、市场运行等
八项体系的“1+8”框架体
系建设进行督导。

“深化改革不是选择
题，是必答题，只有早行动
才能早主动，才能尽快赶
上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早 班
车’。”采油厂党委书记姚
建军说，“新型采油厂”建
设是河口厂改革提效的

“重头戏”之一。经过前期
研讨，各系统立足重构工
作流程系统、重建工作标
准体系、重塑工作运行模
式，按照经营管理权下发
规划，确立了以“新型管理
区+采油厂‘八大体系’”
为内容的新型采油厂“1+
8”建设框架，核心是打通
机制障碍，放出质量效益
活水。

目前，河口厂按照“新
型采油厂”建设运行大表，
铺开“界面理清、职责明
晰、流程再造”三项重点工
作。人力资源部门拿出组
织机构设置、工资总额分
配权、用工自主权等权限
下放管理区，并做好业务
流程优化工作；财务资产
管理部门，推进财务预算

自主优化、成本自主核算、
资产自主优化等3项权限，
同时制定包含资产状况、
成本状况、资金流状况等
基本指标的财务报表，辅
助管理区经营决策。

如果说“新型采油厂”
的建设，是向机制变革要
效益的长远之策，那么，立
足当下，河口采油厂又是
如何做好改革提效文章
呢？连日来，河口厂广大干
部员工正以“不忘初心使
命、深化三转三创”主题活
动为统领，深入践行“强引
领、增效益、提素质、展作
为”四大担当行动，供实高
质量发展动能，打出内部
创 效 和 外 部 创收“ 组 合
拳”。

据了解，由厂领导带
领的项目组，加快陈家庄
等5个区带4套含油层系的
部署评价和大王庄斜坡带
等5个规模增储阵地的系
统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
10余口滚动井计划；依托
“管理技术+劳务”外闯运
营模式，河口厂在稳固24
个外闯项目基础上，近期
又洽谈完成为高原利丰石
油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设备
修理服务等5个对外创收
项目，输出劳务120人，预
计年创收455万元。此外，
该厂为中海化工提供泵工
等5个外创项目也正在洽
谈协商中，预计输出人员
80人。

河口采油厂：

加快新型采油厂建设

以品质为根基 以服务为依托

“胜利水韵”捧回奖杯，赢得口碑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彬 翟俊敏

以品质赢赞誉

近期，家住玉景花园的王女
士因“胜利水韵”解开了心头的
烦心事。原来，考虑到父母年事
已高，王女士去年从青岛老家把
老人接到东营生活，因为老人习
惯了家乡的水，来到东营就产生
水土不服的反应，几次要求搬回
老家。

面对老人的要求，王女士左
右为难，几经打听，她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买了一桶“胜利水韵”矿泉
水。“这不就是家乡的水吗？”老人
在品尝后十分高兴。“我今年给父
母定了一年的水，现在他们已经
在这里住习惯了，我们全家都很
开心。”王女士说。

无独有偶。家住南苑小区的
李先生今年已经是第三年购买

“胜利水韵”了。“原来我就是从事
青岛崂山矿泉水的销售工作，所
以我对饮用水的口感十分挑剔。”
李先生说，2016年，他从朋友口中
得知胜利水韵上市的消息后买了
一桶，自此他成为了“胜利水韵”
的老客户。

“滴滴都是甘甜水”是胜利水
韵客户对口感的一致评价，而胜
利水韵矿泉水的优势绝非仅存在
于口感，胜利供水人以“水中贵
族”来形容它的珍贵。

早在2015年，胜利供水人走
访山东青岛、潍坊等多地市，寻找
了5种较为珍贵的水源，并在公司
进行盲样品尝，最终将青岛崂山
作为矿泉水生产的水源基地。供
水人通过水质检测中心进一步检
测得知，由于崂山矿泉水取自地
下120米深层花岗岩隙间，不同于
取自地表的矿泉水，水质本身更
为天然纯净，且富含偏硅酸、锶、
镁、钠、钾、钙、锌等多种人体必要

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来看，

崂山矿泉水属于偏硅酸型天然矿
泉水，偏硅酸这种物质有且仅存
在于水中，长期饮用有助于骨骼
成长发育，软化血管，环节动脉硬
化。”胜利水韵营销部经理呼立国
介绍，高端饮用水除口感外，健康
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据了解，崂山是中国第一瓶
矿泉水的诞生地，崂山与欧洲阿
尔卑斯山、俄罗斯高加索山并成
为世界地下三大水系，因而崂山
水的品牌效应也是胜利供水选择
的重要因素。

确定水源地后，供水分公司
在崂山建立了胜利水韵矿泉水生
产基地，并建立全自动、全封闭、
无菌化定量灌装的一流生产线,
从取水、净化、吹瓶、灌装、瓶贴、
包装、码垛到品控等均为自动化
控制。同时，他们采用超滤水处理
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矿泉水内天
然矿物质的含量。通过23道自动
清洗、消毒工序,确保每一滴水的
品质都是最纯粹的天然味道。

灌装采用的水桶，全部采用
德国拜耳食品一级纯进口原材
料，每一瓶、一桶胜利水韵矿泉水
在销售进入市场前，必须经历水
源地、灌装后、销售前的三道检测

“关卡”，由里到外树立起水质的
“安全网”。

靠服务拓市场

“胜利水质检测中心是山东
省实验室资质认定单位，优势在
于水产品的开发，作为国企也有
责任让油城居民喝上安全健康的
好矿泉水。”呼立国认为，胜利水
韵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扎根
生存，就必须牢固树立水质保障
如同根基、服务如同阳光雨露的
理念，按照“只做平价高端水”的
原则，最大程度让利于民。

为此，他们没有采取“社会化
水站”加盟的扩张方式，而是依托

分公司各销售部成立了18个水
站，让内部员工成为市场服务主
体，这样既能杜绝假冒伪劣产品
的产生，又减少了加盟商中间的
差价。

营销部主管销售的副经理毕
可娜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在
青岛地区，崂山矿泉水价格在25
元一桶，而同等重量的“胜利水
韵”在东营仅售18元，这就是采取
直销配送的优势。

今年以来，胜利水韵销售部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出了

“标准化客服、标准化水站、标准
化服务”的要求。在客户服务质
量上，他们利用信息化建立起

“老客户”台账，客服在接电话时
系统则显示“客户”之前的购买
情况与地址，便于高效沟通；在
标准化水站上，他们提出“先进
先出”等水站管理细则；在配送
服务质量上，提出了“一个半小
时送达”的配送目标。

抓住市场、拓展用户，是胜利
水韵销售宣传工作主线。近年来，
营销部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灵活多
样的宣传活动，选择不同的主题，
一年中他们与东营市各区县和油
田物业公司携手合作，共做大型
活动42场，覆盖人群20多万；也正
因为品质过硬、服务及时、宣传到
位、全员合作，胜利水韵的销量呈
现出了可喜的递增长，销售业绩
过百万。

如今，胜利水韵已有18 . 9L
桶装水、11 . 3L桶装水、350毫升
瓶装水等五种类型。销售范围遍
及东营东西城区、河口、孤东、东
营港、滨南、纯梁、垦利区。

“做好水同样要有工匠精神，
每一滴好水都是责任和担当，轻
忽不得，能够看到自己的产品被
用户认可，这是心里最大的幸
福。”胜利水务高端水项目部负责
人秦效云说，今后他们还将继续
提升服务，扩展品牌种类，推动胜
利水韵得以长久发展。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聚焦价值引领，充分发挥专业
制水三十年的雄厚实力，在青岛崂山寻得珍稀水源，倾心打造出胜利人自
己的崂山矿泉水——— 胜利水韵。供水人以品质为根基，以服务为依托，展
开了全员创效活动。2017年，胜利水韵不仅荣获了“食安山东”2017年度品
牌价值贡献奖，还在全省包装水行业泰山论坛交流会上获得“山东省健康
饮水科普基地”、“山东省饮用水行业优秀企业”两项荣誉。在荣誉的激励
下，胜利水韵矿泉水今年的销量业绩不断递增，用户在享受健康好水中，
也真切感受到滴滴好水的呵护。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姜凯

尹永华) 今年54岁的张洪
玉最近特别忙，白天要跟
着老师了解污水余热项目
的设备监控调节，晚上还
要自学工艺流程。原来，这
个月，他刚刚通过竞聘，由
胜利油田孤东采油管理五
区一名注水泵工转岗到污
水余热项目，实现了“家门
口”创效。

采油管理五区副书
记、副经理王林明说，今
年，管理区在落实“1+2+2”
绩效考核中，重新建立以
效益为导向、以经营业绩
为考核依据、一切向价值
聚焦的经营考核新机制，
并依托理念创新、管理升
级、科技支撑，有效激发全
员创效活力。

在总结去年经验基础
上，该管理区今年将原油
产量、人力资源、基础管
理、成本管控纳入基层站
绩效考核，并以岗位价值
量、工作量为依据进行人
员测算，让“人多少分、人
少多分”倒逼全员挖潜增
效。此外，他们将考核范围
扩大至管理岗，并重新进
行价值量考核。

如今，他们按照综合评
价与个性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以管理区绩效考核排名
匹配考核系数进行综合评
价，充分体现业绩不同，奖
惩不同；在个性评价方面，
以个人价值创造、岗位价值
创造及风险管控责任进行
单项考核，进一步调动了管
理岗的创效积极性。

在员工层面，管理五区
主要以激励为主，开展员工
岗位创效竞赛，鼓励干部员
工围绕技术革新、管理创
新、机制创新、项目承揽等
节点实现创效增收。

“多创多得，少创少
得”已经成为员工们的思
想共识，“只要愿意动脑
筋，人人都能成为创效的
实践者和受益者。”注采
501站KD182号计量站班
长李文涛说。

张洪玉认为，在油田全
力实施专业化改革、建设新
型管理区、加快外闯市场多
创效等坚持向价值创造聚
焦的实践中，进一步增强
了员工对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只有每个人都把自己
作为创效主体，全力以赴干
好本职工作，才能实现整体
高质高效发展。”

孤东采油厂：

绩效考核让员工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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