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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助油田发展，一切为职工群众
油田全力开展“查保促”行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电力分公司获
省外直接购电资格

近日，胜利油田“查身边隐患、保职工安全、促企业发展”(以下简称“查保促”)行动的一份月度奖励名单显
示，数家单位的60多名员工被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工会给予100至300元不等的奖励。“这是工会组织主动
将工作融入中心、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一项举措。”管理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国梁说，多年来，工会牢固树
立“大服务”理念，围绕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决策部署，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觉与企业同心、同向、同步，
支持参与推进企业发展。

本报通讯员 杨辉

积极融入中心

服务企业发展
在“查保促”行动奖励名单

中，纯梁采油厂正理庄采油管理
区职工朱保岭，因排查发现正一
注高压流程中单流阀失效，短时
间不能完成泄压，存在高压水伤
人这一隐患，被奖励300元。

“查保促”行动是由管理局
有限公司工会联合安全环保处
长期开展的一项活动。自2016年
以来，他们每年评选出各类优秀
安全诊断建议百余项，表彰“查
保促”行动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群众参与
监督的积极性，2018年，管理局有
限公司工会改变奖励办法，由以
往按年度奖励改为按月度奖励。
在安全诊断之外，今年“查保促”
行动还首次将工程质量纳入监督
范畴。职工发现周边工程存在隐
患可电话举报，发动广大职工群
众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全过程，让
每名职工关注身边的隐患、发现
身边隐患、消除身边隐患，服务企
业安全发展。

数据显示，五月份优秀诊断
建议累计发放奖励9800元。其中
较大隐患18项，每项奖励300元，
一般隐患44项，每项奖励100元。

“立竿见影”的月度奖励机制有效
调动了员工查找身边隐患的积极
性，营造了“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的浓厚氛围。

“查保促”行动只是工会服务
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努力
构建重点突出、导向鲜明、全员覆
盖的劳动竞赛网络，开展“当好主
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

五’”等主题竞赛，五年多来共实
施重点工程(项目)竞赛360多项，
450个集体、3800余名个人立功受
奖。

注重搭建平台

助力个人成长
4月29日，代旭升获“2017工匠

中国年度十大国匠”荣誉称号，并
作为首讲嘉宾出席论坛“首期工
匠中国大讲堂”，讲述自己技能提
升的心路历程，诠释工匠精神的
核心要义。

代旭升的成长历程，是油田
助力个人成长的真实写照。多年
来，管理局有限公司工会从企业
要发展、职工要成长的角度出发，
积极搭建各类平台，为职工群众
成长成才提供有力保障，见到显
著成效。

他们积极建立“达标、创优、
示范”分级管理机制，创建职工创
新工作室154个，五年来获得国家
专利675项，取得各类技术创新成
果5000余项。油田职工技术创新
经验被国家科技部、全国总工会
等九部委在全国推广。

他们深入实施职工技能登高
行动，积极组织导师带徒“传帮
带”，带动形成以26名首席技师、
技能大师为龙头，6000多名高级
技师、技师为中坚，8 . 5万名技术
工人为基础的技能人才队伍，为
油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人力
支撑。

工会重视以先进典型引领职
工队伍，相继推出胜采22队、孤岛
作业519队等一大批标杆单位，选
树了王为民、顾心怿、陈景世、代
旭升、薛梅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去
年，他们组织“三转三创”报告会，
5 . 6万人以不同方式接受教育，增
强了广大职工应对低油价、全力
创效益的信心和斗志。

真心帮助帮扶

服务职工群众
对于滨南厂的赵师傅一家来

说，工会是给予他生活温暖的职
工之家。赵师傅于2012年查出肾
病，2016年确诊尿毒症并开始透
析。祸不单行，儿子小赵于2014年
7月查出肾病，后来确诊为尿毒症
并开始透析。工会将赵师傅列为
重点困难帮扶对象，仅2017年给
予 各 类 帮 扶 救 助 款 就 累 计 达
75000元。

多年来，管理局有限公司工会
坚持“三不让”原则，按照依政策、
建机制、可持续、兜底线的工作方
针，在职工“最盼”处做文章、“最
急”处下工夫、“最需”处求突破，全
力以赴帮助广大职工群众，为大局
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们为困难职工群众建立了
最低生活保障、成就未来助学、医
疗救助、应急救助、慈善救助等多
道保障线;每年开展亲情助残、肢
残助行、爱心复明等服务3000多
件次;投入资金500余万元，建立了
7个职工康复站点;持续推进职工
互助保障事业发展，20年来累计
为8 . 46万人次发放各类互助(救
助)金3 . 45亿元。

更让赵师傅一家暖心的是，
去年12月投入运行的滨南区域职
工服务中心，方便了困难救助手
续的办理。工会还为患病职工开
设就医绿色通道，每年为职工外
出就医提供服务3000余人次。

工会做实帮扶救，不忘做好
普惠服务。他们建立密切联系职
工群众长效机制，深入开展“走基
层、访万家”活动，每年筹措资金
4000多万元走访慰问近10万人次，
打造形成“群众文化广场”、“文化
下基层”、“书香胜利”等文化品
牌，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
员 王洪松 嵇鸿 ) 近
日，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
成功获得滨州、沾化、临盘
油区外购电省外电力市场
直接交易资格，预期购电
单价成本降低近3分钱，油
田电网运营效益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电力专业化管理以
来，电力分公司吃透国家
电改政策，科学运筹，逐步
将14家开发单位近6亿千
瓦时的外购电业务纳入大
客户直购电跨省区交易范
围，由电力分公司代表油
田统一申请大工业用户跨
省区直接交易。

实施一体化购电，降
低了油田外购电的购电成
本，还能通过整合形成规
模电量后，获取更大的降
价空间。据统计，油田94%
的外购电均纳入直购电交
易范围，近两年累计降低
外购电成本2000余万元。

电力分公司在最大限
度减少网购电量上下工
夫。油田电网自用电量源
于胜利电厂一期、二期机
组，而二期机组发的是“计
划电”，要统一上省网，然
后油田再按用电缺口花高
价买回来，一去一回造成
成本大量上升。

他们积极与上级电管
部门沟通协调，使电厂二
期恢复自备申请获省经信
委的批复，随后又与国网
东营供电公司多次磋商谈
判，确定了油田自备电厂
的结算模式，为油田电力
系统进一步统筹规划打开
了发展空间。

他们还主动与胜利电
厂结合，及时分析预测油
田电网负荷变化，完善发
供用一体化协调机制，做
到负荷曲线和发电曲线的
合拍运行，实现了油田电
网以用定发、发用匹配，确
保了效益的最大化。

首批房改住房居民
喜领不动产权证书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
员 赵汝国) 近日，河锦
小区居民领取了个人住房
不动产权证书，成为胜利
油田首批领取房改住房不
动产权证书的居民。这表
明在解决油田职工房改住
房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油
田职工房改住房不动产登
记工作中，实现了历史性
的突破，也为下一步油田
全面推进职工住房不动产
登记工作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为维护油田职工住房
权益，油地成立了主要领
导挂帅的油田职工住房不

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解决油田职工住
房不动产登记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5月21日，河口管理中
心河锦小区、胜东管理中
心胜医东区两个房改住房
不动产登记试点正式启动
运行。一个月内，将集中办
公场所、设备设施、网络专
线等业务运行保障条件组
织到位，业务资料、住户档
案、数据信息等办证要件
整理完成，做到了有问题
早发现早处理，最终使得
这项利民、惠民工作顺利
完成。

胜利一项技术
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毅
魏伟) 数据显示，胜利

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研发的注气管柱在江苏油
田实现连续高压注气并保
持零套压达45个月，较国
内类似注气管柱平均有效
期延长30个月，连同其防
腐技术均保持国内领先水
平。

据了解，我国现已探
明的63 . 2亿吨低渗透油藏
储量约50%尚未动用，二氧
化碳驱可明显提高低渗、
特低渗透油藏采收率。工

程院修井完井中心组织开
展了二氧化碳驱注气及防
腐技术攻关研究，研制出
二氧化碳驱长效注气管
柱，具有有效期长、功能全
等优点；防腐技术根据不
同井筒环境优选防腐方
式，已形成缓蚀剂防腐、电
化学防腐、涂层防腐等各
类防腐技术，有效延长油
套管寿命。二氧化碳驱注
气及防腐技术在长庆油田
国家二氧化碳驱先导实验
区、华东分公司泰州采油
厂等地实践中，现场效果
优于国内其它相关技术。

7月5日，为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生产，东营市政府联合胜利油田、东营海事局、北海救助局在东营海域
开展海空立体巡航，全面巡视辖区环境和秩序。按照指令，胜利281船、胜利291船和海巡0562轮组成船舶编队
与北海救助局7125直升机，共同实施海空立体联合巡航，海洋石油船舶中心派遣胜利408船全面保障船舶巡
航各项保障工作。据了解，本次巡航是油地首次联合开展海空立体巡航，通过对港区、海上油田作业区块、重
点航路、海上航行船舶、锚泊等情况联合巡视检查，进一步掌握海上基本情况，有效增强海上联合执法、应急
处突能力，对保障油田海上安全生产、清洁生产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李福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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