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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验井控应急措施有效性，8月30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组织11个采油管理区注采站近百名
技术骨干开展注采井控演练。在准备、分工、抢险前检查、硫化氢检测、实施抢喷等演练环节中，演练队伍都
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标准完成所有参演项目，体现出采油厂干部员工扎实的井控应急能力和水平。据
了解，一直以来，河口采油厂高度重视井控安全，持续加强全员井控培训力度，让每一名员工都能掌握井控
应知应会知识，强化作业施工过程实时监控，夯实油田安全清洁生产根基。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吴木水 摄影报道

注注采采井井控控演演练练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洪蕾明
孙育涛) 去年以来，胜

利油田胜利发电厂依托热
电技术优势，拿下中石化
热电技术服务市场中最大
的一块“蛋糕”，外闯市场
合同额突破1000万元，其
中有16个项目都是厂家主
动“找”上门。

“一年半的时间，为10
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超
过了200天。”在电厂技术监
督中心主任师贾自臣的电
脑里有一份《热电技术服务
项目组外部市场项目汇总
表》，清晰记录着他们除了
已经签署齐鲁石化锅炉燃
烧优化、洛阳石化热效率测
试等16个项目外，还有多家
企业等待业务洽谈。

早在2009年，中石化
热电板块开展锅炉性能普
查测试时，胜利发电厂凭
借过硬的专业技术，承揽
了103台锅炉热效率性能
测试等项目，为热电板块
达标提效活动提供可靠数
据；2011年，凭借良好的市
场信誉，胜利发电厂独揽
了茂名、天津等18家炼化
企业88台锅炉60台凝汽器
技术服务合同，占中石化
全部测试锅炉的63%；三年
来，通过提供坚强的技术
服务，中石化电站锅炉每
年节能量约5 0万吨标准
煤，直接降低成本5亿元。

从“走出去”找活干到
16个项目主动“找上门”，
得益于电厂持续提升电力
专业技术，服务项目从最
初的锅炉性能测试扩展到
热力系统优化、煤种掺烧
等方面，并在业内打响了

“胜利热电”品牌。
年初，胜利发电厂实施

的南京石化热电厂空气动
力场试验，让技术小组成员
刘兴民记忆犹新。“要进去
炉膛进行试验，必须从人口
门钻入。”由于刘兴民微胖，
冬天穿着工服怎么也钻不
过去。为了不影响数据采
集，他脱掉棉工服仅穿着秋
装钻进炉膛，冒着送风机迎
面吹来的寒风，一边打着哆
嗦一边试验，最终保证施工
高质量完成。

茂名石化热力系统优
化项目中，技术小组通过
采取机组主汽阀控制优
化、负荷分配优化等优化
措 施 ，每 年 为 企 业 节 电
1000万度，增发电7000万
度，合计减少外购电的直
接经济效益约4800万元；
广州石化热电厂热力系统
优化后，各机组每年节约
燃煤3 . 4万吨，节约购煤资
金2396万元。

目前，胜利发电厂与
宁夏石化长城化工的热力
系统优化和管理提升项目
正待签订合同，技术小组
又要开始新的征程。

胜利发电厂：

16个项目主动“找”上门

做精做优海洋工程技术，增强高端市场份额，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从市场跟跑到技术领跑的锐变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李福起

六年后的重逢

8月3日，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胜利281、242、262等三艘船舶分
别从桩西、龙口基地出发，连夜
赶往蓬莱19-3施工作业海区，实
施中海油“渤海自立号”平台精
就位作业。随船同行的既有航海
技术首席专家李大炜等技术人
才，也有副总经济师刘海礼等经
营管理型人才。

据了解，蓬莱19-3施工作业
海区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已探明
地质储量10亿吨，经济可采储量
约为6亿吨，是继陆上大庆油田
之后，中国发现的第二大整装油
田。“心里多少有点不踏实，毕竟
这次施工和以往有些不一样。”
在刘海礼看来，六年后第二次进
入蓬莱19-3施工作业海区，施工
质量效率既决定今后能否在这
片海工市场立足，也意味着中心
能否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中从市
场跟跑者蜕变为领跑者。

反观合作本身，甲方中海油
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
油发展)工程技术分公司改变了
以往单一的拖航就位承包方式，
采取涉及井间精就位、潜水、地
貌勘察、CCS检验等项目“总包”
方式合作，这就要求乙方不仅有
精准拖航能力，还需具备后续的
勘查技术。

事实上，技术“总包”对甲方
是一种最佳的盈利模式，却考验
着乙方的技术、协调、管理等综
合能力。项目中标后，海洋石油
船舶中心在立足井间井就位等
项目基础上，将部分业务分包给
其他供应商，这也是经营管理型
人才随船参与施工的主要原因。

“平台面积大、井间距离短
都将直接增加精就位难度，拖航

小组通过对风向、流向等要素进
行精准预判，为高效施工提供了
有力支撑。”李大炜说，本次精就
位作业的平台“渤海自立号”，是
一艘自升式可移动的深水平台，
平台长51 . 816米、宽32 . 614米、型
深4 . 267米，主要用于渤海海域油
田生活支持及工程支持服务。

8月4日，拖航小组冒着37度
高温，在8个小时的户外作业中
紧盯平台和井口，于当天下午3
时许成功完成精就位作业后，其
它业务也相继高质量完工。良好
的开局，让海洋船舶中心再次中
标该公司海洋石油282平台精就
位总包，并于近日顺利完工。

经历高端市场“大考”

海油发展工程技术分公司
对乙方拖航就位施工标准业界
有名，早在2009年，海洋石油船
舶中心在于其合作中就感触颇
深。李大炜说，双方首次合作的
项目是海洋石油161平台精就位
作业，合作中甲方首次采用涉及
多个项目的总包模式，并对预案
设计提出精细缜密的要求。

面对甲方对方案多次质疑，
中心生产、经营部门积极进行沟
通交流，施工方案细节问题也来
来回回改了数次，最终通过审
核。

在以毫米衡量精就位的施
工中，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经过十
多天的精心筹备，最终以三艘大
马力拖轮将平台四个桩靴与原
桩靴形成的桩穴精确重合，精细
完成了高难度施工任务，并为再
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张久安认为，首次合作成
功，让中心认识到海洋工程技术
市场已经从单一承包模式向一
揽子工程的“总包”模式转变，甲
方也从注重施工现场技术向施
工全流程精细化管理转变，“市
场变革给乙方提出了‘一专多
能’的综合服务要求，也迫使胜

利船舶的市场经营理念有了质
的变化，并推动由‘野路子’闯市
场向高精尖技术保市场转变。”

经过高端市场的磨砺，让海
洋石油船舶中心清醒的认识到，
技术是立足市场的根本，合作共
赢是开拓市场的方向，唯有先做
警做优海洋工程技术，提出高出
甲方要求的方案，才能取得市场
的先机。

技术优势为外闯蓄力

熟悉海洋工程施工的人知
道，拖航精就位作业是实打实的
技术活，也是海洋工程企业立足
高端市场的根基。施工中，受气
象、海风、潮流、海底等不确定环
境因素制约，加之海上移动设施
和船舶自身状况影响，赋予了拖
带与移动就位更多的特殊性、不
确定性和复杂性。

近年来，海洋石油船舶中心
立足在事前预案和事后总结提
升上做文章，在每次拖航精就位
前，拖航指挥办公室都会根据拖
航类型、拖航距离、当天天气情
况等信息形成一份量身定制、行
之有效的拖航预案，这也成为一
次次成功中标的关键。每次完成
作业后，拖航指挥办公室还要对
拖航的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形
成共享案例并存档，让工作人员
分享经验、吸取教训、共同成长。

制度、机制经过实践的检
验，既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在业
内培育良好的口碑、打响“胜利
船舶”品牌，也广受甲方赞扬。李
大炜说，为了更好地适应“总包”
合作模式，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在
转变外闯市场观念、做精做优技
术品牌的基础上，在不熟悉的技
术领域探索外包模式实现效益
最大化。为此，他们广泛与相关
企业交流，积极寻找信誉好、技
术佳的合作伙伴，不仅承揽了更
多地高端市场项目，也和供应商
在通力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今年以来，作为胜利油田唯一一家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船舶专
业化服务单位，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坚持做精做优海洋工程技术，前8个月
共有十余艘船舶在外部市场创收。“立足市场变化，打破传统外闯市场思
维定式，强化‘胜利船舶’品牌建设、培育更多地‘一专多能’人才队伍，这
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外部高端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的必然。”
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经理张久安说。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付长安
孟维红) 日前，胜利油

田供水分公司《智慧水务
建设规划》通过评审，标志
着该公司通过信息化建设
促进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
提质增效的优化方案得到
广泛认可，并向现代化管
理、高质量发展迈进。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课题，早在2015年，供水
分公司就在对标国内水司
先进经验同时，提出打造

“智慧水务”的发展理念。
在供水分公司智能水务首
席专家张宝安看来，所谓

“智慧水务”即利用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模
型建设、多维统计等技术，
构建起从水源、原水输送、
水厂、管网输配、销售服务
到污水处理等全流程信息
化业务应用系统，通过数
学模型建设，模糊控制理
论等技术，对水质控制、压
力平衡、漏损控制、节能降
耗等关键环节实现智慧化
管理，进一步以信息化的提
升及时发现生产、服务等环
节的质量和安全风险，促进
决策的及时性，进而优化生
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保
障供水水质，降低管网漏

失，提高企业效益。
供水分公司《智慧水务

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构建
“一个平台、两大标准体系、
一个云数据中心和五大智
慧应用”的“1215”体系，即
一个物联平台实现从水
源、水厂、管网、服务等环
节的全面监测和感知；建
立“数据标准体系”和“生
产考核标准体系”，实现信
息交换和数据共享，加强
对生产运行数据的分析和
应用；一个公司云数据中
心，集中大数据管控分析，
实现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资
源共享；实现智慧水源、智
慧水厂、智慧管网、智慧服
务和智慧移动的“五大智慧
应用”目标。

本次评审会上，专家
组一致认为该规划以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为支
撑，着眼于胜利供水智慧
水务体系和相关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围绕水源、水
厂、管网、经营和服务等方
面，构建的智慧水务体系
为公司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
见建议，供水分公司将组
织精干力量尽快完善规
划，加快推进实施。

供水分公司：

智慧水务建设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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