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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规范化运行

8月份，济北采油管理区步亚
伟收到了一笔3000元奖励，这是
鲁明公司人力资源(组织)科发给
他的“专项奖励”。今年6月，步亚
伟得知亲戚所在的一家从事芳纶
纤维生产与销售的公司正打算招
人，他在上报项目得到支持后，促
成了6名员工参与这个外闯项目。

去年年初，随着济北采油管
理区12名员工组团走上社会市场
干服务员，标志着鲁明公司正式
拉开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序幕。

“过去的考核方法在薪酬发
放结构上不够明确，不能更好地
激发外闯市场积极性。”鲁明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组织)科
副科长王万江说：同样是走出去
做销售，有的人业绩好，有的人业
绩差。因为三级单位间奖励办法
不同，可能出现业绩好的还不如
业绩差的员工拿到的绩效工资高
等情况。

今年5月，外闯市场管理办
法、人力资源优化工作考核暂行
办法等五项新的考核方案出台，
重新规范了对单位和个人薪酬的
奖励。对于创效额奖励给员工的
比例，则由三级单位结合本单位
平均绩效工资自主决策；对于推
荐好项目并且运作成功的员工，
鲁明公司将视情况给予1000-5000
元不等的奖励，有效激发全员创
效活力。

项目化管理
实现多方共赢

在新的激励机制保障下，鲁
明公司创新管理模式，打破单位

壁垒，以业务流为主导，实行项目
化管理模式。

今年4月，胜软公司承担了中
海油勘探开发数据一体化建设项
目，这个项目需要的技术人员不
仅要懂软件开发，也要具备一定
的油气勘探开发基础知识，于是
胜软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看到招聘公告，鲁明公司信
息管理中心主任台子伟动心了。
从去年油田鼓励员工外闯市场以
来，他就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招聘
信息，但是在外闯项目的筛选上，
台子伟有自己的想法。

“不能为了闯市场而闯市场，
一定要能真正体现技术人员的价
值。”在向公司提交了成立项目组
的申请后，台子伟立马着手优选
出了6名技术人员参与应聘。

经过考察和培训后，鲁明公
司的技术人员全部通过了试用。
最初，网络管理师宋明福接到的
工作都是类似数据清理这样的简
单操作，后来是有背景的技术优
势也逐渐显现。

在勘探静态库数据迁移时，
宋明福发现有的资料中取芯率竟
然高于100%。对普通的程序人员
而言，这只是一个数据，但宋明福
知道，取芯率不可能高于100%。类
似这样的逻辑错误，宋明福帮助
甲方发现了不少。3个月的时间，
宋明福已经成为工作小组的主
力，像迁移命令检查、采集流程建
立等重要操作都由他参与完成。
外闯项目组高质量的服务，既赢
得了胜软公司的认可，也让甲方
主动提出增加技术人员输出。

作为项目负责人，台子伟又
从公司招聘了2人输出到胜软，进
一步扩大了人才输出范围。

拓展管理输出业务
员工到民企当高管

赵建民是鲁明公司采气管理

区副经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
家民营能源企业副总经理。据了
解，这家新成立不久的以LNG为
主营业务的能源公司，急需有相
关业务经验的人才。赵建民和天
然气打了二十年交道，既有技术
优势，也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一个
偶然的机会，朋友把赵建民推荐
给了这家公司。

这几年赵建民一直十分关注
LNG的技术发展。他说：“这些年
我做得最多的是研究如何将天然
气从地下采出来，很想借这个机
会了解学习天然气的利用，扩宽
思路，增长见识，积累一些这方面
的工作经验。”

但赵建民又有些犹豫，这次
外闯能产生多少效益、创造多少
价值，能不能有所成长，他都没有
底。让他没想到的是，公司领导十
分支持他的想法，新的激励政策
也让他吃了定心丸。就这样，没有
后顾之忧的赵建民来到了这家民
企，主要负责LNG现场施工设计、
设备选型、参数调整等工作。

赵建民一同带去的还有他在
油田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管理经
验和工作作风。“三重一大”是油
田一直以来执行的制度，新的工
作岗位上，他把这一“习惯”也带
到了新单位，在重大事项决策、重
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等，
必须集体讨论才能做出决定。在
项目进展中，赵建民十分注重过
程监督，以确保完成各项既定目
标任务，赢得了输出单位的认可。

在民营企业做高管的不仅赵
建民一人，有被企业请去做市场
营销经理的周大良，还有做保险
经济的陈建华。在绩效考核机制
的激励下，更多的人突破劳动密
集型的外闯方式，发挥技术、管理
优势走出去，向高质量输出转变，
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鲁明公司
创造更大效益。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在做精做优油气生产主业的基础上，立足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多元化发展，
优化绩效考核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通过技术服务打开高端市场、凭借丰富经验到民企当高管，让外闯
市场由劳务输出向技术输出、管理输出转变，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效优势。数据显示，上半年，
鲁明公司盘活人力资源354人，占员工总数的近30%，实现创效1570 . 44万元。

海上首批控制储量
通过中国石化验收

加加强强液液面面测测试试 确确保保数数据据准准确确

9月4日，在胜利油田新春采油管理一区601-平25井现场，现河新春项目部员工正在测试该井动液面和示
功图，收集相关数据，以便及时掌握分析油井的工作状况。项目部员工每月对承揽的管理一区380余油井进行
全覆盖液面测试，确保甲方源头数据准确，为下一步合理优化参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一直以来，现河新春项
目部坚持“做乙方中的甲方”的服务理念，在严格执行甲方各项规范要求的同时，努力提升工作标准，最大程
度保障甲方产量，擦亮现河外闯品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 涛 摄影报道

15个“双低”治理单元
增油降水效果明显

本报9月13日讯 (通讯
员 刘强 ) 在中国石化
2018年新增控制储量评审
会上，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
提交的海上油田第一批两
个区块控制储量通过中石
化评审，新增控制含油面积
8 . 43平方公里，新增控制石
油地质储量569 . 63万吨。

近年来，随着海上探
区勘探程度日益增高，加
之红线区、自然保护区、环
评报备等诸多地面条件和

环境保护政策的制约，勘
探部署工作难度越来越
大。为此，海洋厂按照油田
提出的新增储量“成熟一
批、上报一批”的工作原
则，在地质图件是否规范、
储量计算单元划分是否合
理、储量计算参数取值是
否有依据、方案编制是否
合理、储量是否有经济价
值等方面展开精细论证，
确保年度新增控制储量顺
利申报。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贾玉涛
代俭科) 去年以来，为

充分发挥低采收率、低采
油速度区块单元对提质增
效升级的支撑作用，胜利
油田成立“双低”单元治理
项目组开展专项研究治
理。目前，先期进入治理的
15个“双低”单元开井数增
加23口，日油水平提高了
130余吨，综合含水下降3 . 7
个百分点。

一年来，面对在老区
存量中做出增量，勘探开
发研究院从油田1127个单
元中筛选出269个“双低”单
元作为挖潜对象。他们先
后 2 批 次 对 采 收 率 低 于
15%、采油速度小于0 . 3%的
治理单元开展前期研究，
41个区块共覆盖地质储量
8449万吨。

牛庄油田牛20块是先
期进入实施治理的“双低”
单元之一，目前共有完钻

井91口，含油面积7 . 09平方
公里，地质储量894万吨。该
区块自1993年大规模压裂
后，由于当时研究不够精
细，压裂裂缝与井网不配
套，注入水沿裂缝窜进，造
成油井含水上升过快，甚
至部分油井水淹，产量大
幅下降。通过对牛20块的
重新精细研究，科研人员
建立了更加精细的地质模
型，提出老井侧钻、补孔改
层、注采调配等治理措施，
目前已完成4口油井的补
孔改层工作，单井日油由
措施前0 . 4吨提高到4 . 4吨。

下一步，勘探开发研
究院将在总结提升“双低”
治理关键技术的基础上，
形成不同类型油藏、不同
低效原因治理模式，为同
类双低单元的治理提供示
范引领。同时，他们还将提
前启动2019年治理单元潜
力摸排，稳步推进多产效
益油工作。

胜利“组合药方”
治理“过敏”油田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毅)
近日，针对金家油田敏

感性稠油油藏出砂难点，
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
究院开出了一单“组合药
方”，并让试验井实现增油
5倍以上的“疗效”。

金家油田属于典型的
敏感性稠油油藏，主要特
点表现为敏感性强，地层
胶结疏松，出砂严重，注汽
及生产过程中易出现微粒
运移堵塞。投入开发20多
年 来 ，采 出 程 度 仅 为
6 . 69%，单井平均日产油0 . 5
吨，整体开发效果较差。

为此，胜利工程院通
过深入了解油藏特性及开
发特点，加强科技攻关力
度，开展系列室内试验，最
终提出“解稳防排一体化”

治理思路。解：研发复合解
堵体系，解除泥质、粉细砂
及聚合物堵塞，恢复近井
渗流能力；稳：优选高效稳
砂抑砂体系，配套优化生
产压差，延缓微粒运移；
防：引入分级充填理念，建
立分级充填优化模板，减
缓微粒侵入，降低充填层
堵塞，延长高产稳产有效
期；排：研发高渗防砂筛
管，有效排出粒径较小微
粒，减缓筛管堵塞，提高供
液能力。

在金17-斜60井开展现
场试验时，该“药方”将解
堵技术、抑砂技术、防砂技
术、排液技术进行有机集
成，最大限度减小了微粒
运移对供液的影响，实现
了微粒“少运移”、“缓侵
入”、“多排出”目的。

外闯市场由劳务输出向技术输出、管理输出转变，鲁明公司：

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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