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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一号

开启探采海洋的梦想

望着一幅微微泛黄的胜利一
号钻井平台照片，已年过花甲的
老海洋钻井人王玲感慨万千：“它
虽很简陋，但那是我国第一座自
行研制建造的海上坐底式钻井平
台。”王玲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
平台启航的情景。当时，他与来自
32697钻井队的50多名干部员工一
起，在距井位1 . 5海里的时候，因
水浅换作四艘小船绑拖平台，可
却遭遇了海上突起的风浪随时都
有船毁人亡的危险。“解缆！抛
锚！”因为处理得当，关键时刻，他
们保住了平台。

然而这只是困难的开始，没
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是胜利钻
井人必然要面临的问题。“旱鸭
子”下水，面对复杂的海洋气候条
件，他们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实验
与失败，平台掏空、滑移、拖航、就
位、拔桩、起浮等一个个难题被发
现、被解决。

11月29日，平台运用老式陆
地钻井设备，顺利完成了第一口
浅海探井—埕中一井，迈出了胜
利海上勘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步。40年来，他们艰苦创业，创
新不止，在海上打井1300余口，进
尺300多万米，填补了中国浅海石
油勘探开发的空白，走出了一条
具有胜利特色的浅海石油勘探开
发之路，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年产
300多万吨的浅海大油田，为中国
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开发海洋”
作出了积极贡献。

退役后的胜利一号钻井平台
虽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它开启
了胜利人探采海洋的梦想，练就
了“海陆两栖”作战的本领，更成
为胜利海洋铁军心中永远的丰
碑，铭刻着胜利人向海洋进军，为
国找油的初心和使命。

埕北12井

埕岛油田诞生的“奠基井”

追寻下海找油的初心，在62
岁的张立华看来，那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时任胜利一号钻井平台副队
长的张立华，接到了一项艰巨的
任务——— 赴美国接新平台。而此
时，妻子临盆的日子也近了。张立
华没有犹豫，义无反顾担起了接
新平台的任务。从美国回来的时
候，女儿已经诞生40多天了。妻子
给女儿起了一个乳名叫“盼盼”，

盼盼终于盼回了爸爸。胜利人也
盼来了新平台———“胜利四号”。

1988年9月1日，胜利四号平台
钻探的埕北12井，日产原油104
吨，同年12月，胜利油田正式对外
宣布，我国浅海区域第一个海上
大油田——— 埕岛油田诞生了。几
代人的梦想，伴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的脚步变成了现实，从此胜利
油田不但有了陆地油田，更真正
拥有了海上油田，开启了海陆共
举的崭新一页。

后来，埕北20井、埕北11井相
继发现工业油流。经地质部门反
复论证，证明了埕北海域有五套
含油层系，已基本探明和控制含
油面积34平方公里，地质储量1 . 2
亿吨，共和国第一个亿吨级浅海
大油田——— 埕岛油田诞生了，此
成果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科技
成果”之首。

凭着这股子劲儿，胜利海洋
钻井人劈波斩浪、龙宫探宝，在胜
利油田新滩、埕岛、新北、桩海、桥
东、辽河油田葵花岛、冀东油田南
堡等发现7个整装海上大油田，用
行动一步步地诠释着为国找油的
初心使命。

披荆斩棘

走得更远道路更宽

孔璇是胜利七号钻井平台的
一名司钻，作为今年首批赴疆劳务
输出人员，他所带领的班组以过硬
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得到新疆中
石油巴州分公司甲方的肯定；哥哥
孔令银是胜利十号钻井平台的司
钻，这座平台在波斯湾征战近7年
取得两亿多美元的收入；一家出了
两名司钻，跟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父亲孔祥熙感到很“骄傲”。

胜利海洋钻井的传承就在于
一代又一代的海洋钻井人始终牢
记初心和使命。

1990年，胜利海洋钻井人把
发展的目光投向了更加辽阔的辽
东湾——— 胜利三号平台在人们希

冀的目光中，走出胜利，走向辽
河，迈出了拓展市场的第一步。此
后的20多年里，胜利海洋钻井人
先后26次走出胜利埕岛海域，在
环渤海湾的辽河、大港、冀东等油
田纵横驰骋，截止2018年9月，累
计打井151口，进尺40多万米，发
现了辽河葵花岛、冀东南堡两个
海上大油田。

1990年，美国陆安公司到胜
利六号平台进行考察。此后，这样
的考察接踵而来。1997年3月，胜
利海洋钻井公司同香港东华石油
(渤海)有限公司签订北塘36-1-1
井钻井合同，这是公司首次进行
反承包钻井施工，此后的20多年
时间里，公司多次与美国科麦奇、
阿帕契、EDC、意大利阿吉普、马
来西亚云顶等国际石油公司合
作，在国内反承包市场纵横驰骋，
截止2018年9月，完成打井55口，进
尺13多万米，在取得良好效益的
同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
国际市场要求的人才。

2005年，胜利海洋钻井人第一
次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胜利
七号钻井平台与BOT公司合作，在
韩国西海2-2区块成功施工Magpie
井，2011年，胜利十号平台在众人
的期待和瞩目下驶出渤海湾，开赴
波斯湾。此后6年多时间里，先后10
多次收到甲方的书面表扬信，打出
了胜利海洋钻井的声誉，树立了良
好的品牌形象。2018年初，新胜利
一号、胜利四号两条平台同时从烟
台来福士船厂出发，拖往万里之外
的西非几内亚湾，履行与壳牌、尼
日利亚NEWCROSS石油公司合
同，在“一带一路”上打造了公司
的新锚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胜利
海洋钻井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
中心，持续深化改革，在新时代和
谐美丽新海洋建设征程中实现新
跨越，为中国石化建设基业长青
的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胜利油建公司：

重点项目高质量完工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月)
近日，胜利油建公司仅

用半年多的时间，就确保
承建的鄂安沧输气管道一
期工程一标段全线贯通，
是所有标段中第一个全线
贯通的标段。

据了解，鄂安沧输气管
道一期工程是国家天然气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已列入国家和河
北省“十三五”重点工程计
划，是推进我国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和治理京津冀大气
污染、保障天然气供应的重
要措施。该项目一期工程包
括一条主干线、两条支干
线、三条联通线，途经河北、

河南两省8市23县区，线路
全长700公里，站场9座、阀室
28座，最大程度提高华北地
区天然气市场季节性调峰
和应急保供能力。

自今年3月份接到中
标通知书以来，胜利油建
公司针对所经地区地形地
貌多为农田、水渠，施工难
度较大等生产实际，超前
组织，积极协调，并采用大
机组施工，有效提高施工
质量效率。针对部分区域
工农关系复杂的实际，项
目部将原有的9个大型整
装焊接机组拆分成32个小
型焊接机组，灵活机动，随
时转场，使各机组始终处
于高效运转状态。

逐梦海洋：不忘初心从头越
——— 胜利海洋钻井四十年系列报道之一

岁月沧桑，世纪更迭，胜利海洋钻井从无到有，转眼已走过40个春秋。40年风雨兼程，胜利石油工程海
工铁军犹如凤凰涅槃，在不断改革中破局，在市场“熔炉”中百炼成钢。40年来，累计完成各类井施工1300余
口，进尺300多万米，先后发现了胜利油田埕岛、新滩、新北、桩海、桥东和辽河油田葵花岛、冀东油田南堡
等7个整装海上大油田，为祖国的能源保障做出了突出贡献。即日起，本报将连续刊发胜利海洋钻井四十
年系列报道，以此记录胜利油田从陆地走向海洋的风雨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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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胜利第一座浅海坐底式钻井平台——— 胜利一号钻井平台下海，顺利完成了第一口浅海探
井—埕中一井，迈出了胜利海上勘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从此，胜利海洋人开启了逐梦海洋的步伐，由
一座钻井平台发展为10座，市场从胜利扩大到渤海湾、波斯湾、几内亚湾，队伍从百十号壮大到1000多人的专
业管理、技术和技能人才团队，科技从一片空白到配套成龙、体系完备、国内领先、行业一流。40年来，胜利海
洋钻井一直求新求变，但始终不曾改变的是为国找油的决心和信念，不管走得多远，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为什
么而出发。

公共事业服务中心：

推动基层党建上水平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平)
自胜利油田物业专业化改
革以来，公共事业服务中
心在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中，坚持做实基础聚焦一
个“远”字，抓好落实立足
一个“专”字，目标制定扎
根一个“长”字，抓好保障
凝神一个“稳”字，为建设
胜利品牌物业提供有力支
撑。

公共事业服务中心
党委强化以制度为纽带
的基层党建联建共创新
模式，建立健全《公共事
业服务中心基层党建联
建共创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基层党建联建

共创联席会议，加强区域
合作，互为借力，实现基
层党建工作与专业化发
展的深度融合。

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党
委以联合开展区域党课为
起点，探索物业服务公司
与驻地管理中心间党建联
动新途径，共享共学。同
时，这家单位以“党建引
领、纵横贯通、齐抓共管、
和谐共享”为宗旨，在物
业服务网格架构的基础上
拓展升级，将党建工作、
思想文化、安全管理、综
治维稳、志愿服务等工作
一并纳入网格，推行党建
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夯实
基层党建根基。

临盘采油厂：

获称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志惠
吴建发) 日前，胜利油

田临盘采油厂凭借良好的
社会信用记录，未发生环
境污染、安全事故，依法纳
税，第五次被山东省评为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近年来，为全面提升

企业社会信用和企业经营
信用，临盘厂相继出台了

《临盘采油厂合同管理实
施细则》《临盘采油厂合同
首问负责制实施细则 (试
行)》等制度，从抓好合同管

理依法合规入手，强化承
办单位主体责任，加强合
同项目的前期准备，实现
连续两年无一份无效合同，
无一次合同纠纷，合同履约
率100%、经济合同法律审核
达到100%。同时，该厂推行
供应商HSE管理体系，供应
商安全资格准入制度，市场
队伍准入制度，建立完善信
用管理信息系统，并在合同
签约前审查对方资质及履
约能力，合同项目完结后
进行信用评价，最大程度
降低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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