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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来临之际，胜利油田临盘采油管理七区组织党团员青年70余人到临邑县革命烈士陵园参观，感
受革命先烈为祖国、人民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花篮，表达对革命先烈的追
思和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大家立足岗位，争当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据了解，临盘采油管理七
区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安全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持续开展系列教育活动，让党
团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胸怀爱国之情、奉献之情，为管理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蔡天成 摄影报道

祭祭烈烈士士忠忠魂魂 传传爱爱国国情情怀怀

带队征战海外市场，胜利电力分公司外闯员工许永祥：

不因困难而气馁 只为责任而努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徐丽华 谢国会

蔡明战

转变观念

走出国门闯市场

近年来，电力分公司生产经
营任务艰巨繁重，进入爬坡过
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化
改革，创新创效，二次创业，成为
实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举措和必由之路。基于生产
现状，公司实行主业挖潜增效与
外闯市场创效“双轮驱动”战略。

作为一名电力技术服务公
司的高级工程师，许永祥有着强
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迅速转
变思想、更新观念，加入到外闯
市场的行列。面对中国机械工程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他和
两 名 同 事 参 加 了 巴 基 斯 坦
JHANG电站项目。2017年10月，
他们先是参加了该项目的设计
配合、设备采购、监造、发运等工
作。随后，2019年4月，他走出国
门，作为分公司外派巴基斯坦
JHANG项目团队的负责人，带领
团队3人来到巴基斯坦JHANG项
目现场。

初到巴基斯坦，他们克服了
重重困难。巴基斯坦属于亚热带
国家，一年当中有8个月高温天
气。每年进入4月份，施工现场高
温红色预警连发，白天最高温度
能够达到50℃，在室外即便一动
不动，也是挥汗如雨，但为防止
紫外线晒伤，他和团队工作人员
还要裹得像“粽子”一般严实；每
年3到5月份，沙尘暴是家常便
饭，能见度几乎为零，“吃沙不吃
饭，干活团团转。”是施工现场的
真实写照，他和团队工作人员咬
牙坚持。语言障碍也是一大难
题，巴基斯坦当地语言为乌尔嘟
语，这就造成他们的英语发音中
也带有浓厚的乌尔嘟语的“咕
噜”音，交流十分不畅。许永祥和
团队人员勤学苦练，多听多说，
逐步消除了交流障碍，为日后工
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和团

队3名员工相互支持，相互鼓励，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逐步
适应了环境带来的挑战。

勤学钻研

尽职尽责挑重担

巴基斯坦JHANG项目是由
巴基斯坦旁遮普热能(私人)有限
公司出资，由中国机械设备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总承包的项目。
JHANG项目拥有多个世界第一：
最大的燃气轮机；最先进的燃机
进气冷却技术；最先进的燃油低
氮燃烧技术。该电站对于所有参
加项目的人员来说都是第一次。
而对于第一次走出国门的许永
祥来讲，也是第一次面对世界最
顶端的燃气发电技术。

面对新技术和新要求，他边
学习边工作，在学习中提升自
我。在管道施工中，他对焊材的
保管、母材的保护、焊接工艺的
评定等，进行全面学习和掌控；
在现场燃机叶片二次加工期间，
他和德国西门子工程师共同协
作，零距离地学习9H级燃机的结
构工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在巴基斯坦，没有节假日，
只有白天和黑夜，睁开眼睛就是
工作。作为机务总工，许永祥管
理着上千台设备，工作涉及到各
个角落，为确保设备、设计、到货
三方一致，他要逐台核对设备参
数是否与设计一致、安装是否正
确、逐台清点备件是否齐全、逐
台确认供货是否完整，每天要在
5层的集控中心，来回爬五六趟。

同时，他每天还要辗转到各
个安装点检查和督促施工质量，
协调各方安装进程，确保安装工
作有序推进。由于覆盖面广，摊
子大，工作计划、开工报告等资
料性的工作只能留到夜晚。白天
跑现场，晚上排计划、看图纸、查
资料，夜里12点以前休息成了很
奢侈的事情。

“业务非常棒、做事非常细、
能力非常强”，同他一起外闯的
战友于俊生这样评价许永祥。
2020年年初疫情蔓延期间，现场
项目部将机务总工的担子和计
划工程师的任务同时交给他，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严格执行各

项规定，疫情防控与生产两手
抓，两不误，在他和团队的不懈
努力下，现场安装工作顺利推
进，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

团队协作

攻坚克难赢赞誉

许永祥是负责机务专业的
工程师，更是该外闯项目团队的
负责人。他常说，只有大家形成
合力，困难才能迎刃而解。他和
团队3名成员虽然分别负责电站
建设的技术服务、安全及安保管
理，但在工作中分工不分家，他
经常带领团队一起讨论项目存
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直到把难题解决。

在锅炉水处理系统调试阶
段，出现20多台水泵电机温度普
遍升高的现象。水泵运行30分钟
左右后，电机温度高达96℃，直逼
润滑脂的上限，在此温度下随时
有可能发生事故。按照分工，该项
工作属于锅炉水工专业负责，但
锅炉水工联系厂家后，问题拖了
一个多月也没有解决。锅炉水工
专工将问题推给了电气专业，作
为电气工程师的胜利电力人于俊
生没有推卸，接下了这个难题。在
对电机运行参数进行全面测试
后，电流、电压、直阻、绝缘值均正
常，问题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许永祥了解到这方面的信
息后，放下手里的工作和于俊生
一起去现场查看。经过现场分析
判断、试运行，将问题锁定在骨
架油封上。最后他提出骨架油封
过紧，需要对骨架油封的密封面
进行细砂研磨，以减小动静面接
触面积的方案。办法有了，于俊
生主动承担起了钳工的工作，自
制工具，对油封进行在线处理，
前后仅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下，电机
温度直线下降，并达到了合格标
准，从而为厂家节省了近7千元
的路费，为安装单位节约了20多
台电机拆装人工费，更重要的是
为系统调试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外闯团
队攻坚克难，赢得了甲方的高度
认可，在巴基斯坦叫响了“胜利
电力”的品牌。

今年7月11日,电力分公司外闯员工许永祥终于从巴基斯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2019年10月，他第二次到
巴基斯坦外闯市场，原本工作6个月就应该回来轮休，没想到因全球疫情影响，归期一拖再拖。但他始终尽职
尽责坚守岗位。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工作得到了巴基斯坦项目部的充分肯定，项目部连续两年给分公司发
来了感谢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勇于面对挑战，在巴基斯坦叫响了“胜利电力”的品牌。

“积分管理实现了对
党员的量化评价，激发了
党员队伍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自我提升的内生动
力。”在黄河钻井总公司人
力资源科(党委组织科)科
长慕熙荣看来，通过可实
化、量化、显化的考核积
分，记录党员变化、衡量党
员作用、评定党员优劣，使
党员日常管理具有了更强
的约束性和可操作性。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黄河钻井总
公司党委创新党员教育管
理模式，实行积分管理。

据了解，党员积分具
体分为年度基础分、贡献

加分、违规违章违纪扣分、
支部评分四部分。年度基
础分为每名党员每年的起
始积分；贡献加分主要考
核党员各方面表现优异，
获局级及以上表彰奖励，
或在竞赛和成果评比中获
奖的情况；违规违章违纪
减分主要考核党员在安
全、技术、装备等领域出现
的违规违章行为，以及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
行为；支部评分由各党支
部根据党员年度表现进行
评分，主要考核党员政治
素质、工作业绩、创新创
效、服务群众、思想作风等
方面的情况。

黄河钻井总公司：

“小积分”激发“大干劲”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黄河钻井总公司党员积分管理
量化考核结果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共有50个党支部的
139名党员被扣分处罚，其中4名党员被开出最大“罚单”，
个人账户积分直接扣减为零，8名党员七一"党内评选表
彰资格被直接否决。据了解，这是黄河钻井自年初探索
实施党员积分管理以来，首次对考核情况进行运用，全
面提升党建工作引领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强 张琳

积分管理

提高党建工作水平

黄河钻井总公司组织
部门区分专业特点、岗位
类别，细化制定了党员量
化考评标准，对基层党员
参加党内生活、完成本职
任务、群众满意度等情况
进行写实评价，把“定性评
价”变为“定量考核”，把

“软性要求”变成“刚性约
束”。每月末，根据考核标
准，参照纪委、安全、技术、
装备等机关职能部门意见
和党员日常表现，对全体
党员考评打分，形成党员
积分台账，并将评定结果
与评先评优、民主评议党
员、干部选拔使用、预备党
员转正以及季度党建思想
文化考核紧密挂钩，充分
发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的作用。

“工作干得好不好，积
分台账见分晓。”在6月份
的考核中，40179队党员、
工程一班司钻付秀岭所在
班组，在生产时效、安全管
理、技术等工作中表现优
异，他得到了额外的贡献
加分，拿到了全队18名党
员中的最高分，也因此获
得了推荐参加公司优秀共
产党员评选的资格。

而少数党员因为违反
安全、技术、装备、纪委等
相关管理规定，不仅个人
积分受到影响，在全公司
范围内通报，还要接受本
单位党支部书记约谈。

作为前5个月扣减人
次、分数最多的一个队，
30550队党支部狠抓党员

教育，对于积分少的党员
逐人进行谈话提醒，促使
他们思想上重视，落实到
实际工作中。在7月份施工
中，14名党员从自身做起，
严格标准，相互督促，做到
安全生产、遵章守纪，不仅
党员做到了零违章，生产
经营成效也得到了显著提
升。

40558队从办法实施
之初，就对18名党员进行
集体“吹风”，实际工作中，
大家事事留心，处处留意，
从严落实公司各项规章制
度，高标准、高质量做好份
内工作，取得了一分未扣
的好成绩。党支部书记、平
台经理李明生发动全体党
员延续好作风，保持好状
态，把党员积分管理焕发
出的活力转化为攻坚创效
的实际行动，优质高效完
成各项施工任务，一举夺
得公司半年考核综合排名
第4的优异成绩。

黄河钻井总公司党
委书记王国华认为，抓实
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既是
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
也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永
恒课题，更是推进优势转
化的有力抓手。下一步，
该公司将持续抓好考核
监督，加强成果运用，真
正让每名党员都能立足
岗位、发挥作用、做出表
率，力争把每个党支部都
打造成为攻坚克难、创新
创效的坚强堡垒。

加强监督考核

凝聚攻坚创效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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