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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公司着力构建大党建、大政工整体框架

党建“共同体”绘出发展“同心圆”

助助国国鲍鲍““回回家家””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

毅 郁登朗) 近日，山西
临汾延6-10-42井和延6-
12-46井场，两口煤层气井
经过高效压裂后持续放
喷，标志着胜利油田煤层
气井高效开发技术取得
突破。

中石化临汾煤层气
分公司以开发煤层气和
致密砂岩气为主，所属煤
层气藏为低压、低渗、深
层煤层气，开发难度大。
早在十年前煤层气勘探
初期，该公司就曾委托胜
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
究院压裂所开展煤层气
藏储层改造攻关研究和
压裂设计及现场技术服
务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改
造效果。

今年的合作中，压裂

所在总结分析前期煤层
气藏储层改造存在的问
题基础上，针对区块煤层
气藏特征，开展了煤层气
藏高效压裂技术优化论
证，顺利完成2口井的压裂
施工，取得良好的压后改
造效果。

据了解，煤层气俗称
“瓦斯”，主要成分与天然
气相同。为加快研发煤
层 气 高 效 经 济 开 发 技
术，胜利油田与临汾煤
层气分公司密切开展致
密 砂 岩 气 藏 的 合 作 开
发，并进行相关工艺技
术的配套优化论证和压
裂液体系的配伍性实验
评价，全力推进中石化
非常规能源的勘探开发
工作，为缓解我国对进
口天然气依赖，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胜利油田煤层气井

高效开发技术获突破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洪涛 李雪龙

把准方向

方能行稳致远

涉及企业改革发展和员工
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在党委会
上进行前置研究，已成为鲁明公
司的规定动作。

“党建工作必须在事关改革
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体现主导地
位、发挥引领作用。”刘建磊说。
2020年，鲁明公司党委对照油田
对公司提出的“争做油公司体制
机制建设探索者和引领者”目标
定位，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四
大开发布局”“五大发展战略”推
进路径，全面增强推动改革发展
的战略定力和成效。

在目标定位引领推动下，鲁
明公司党委将改革发展热点难
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把提质
增效作为检验党组织作用发挥
的“试金石”，充分利用市场化手
段，整合油气、设备设施、人力等
各类资源，创新实施了委托管
理、联合管理、承包管理等合作
开发管理新模式。

他们先后与滨南、临盘、东
辛、孤岛合作开发8个项目，新建
产能7 . 35万吨、新增天然气产能
500万立方米；与工程公司合作莱
78块新建产能1 . 79万吨，有效带
动300万吨储量升级。

目前，鲁明公司与滨南采油
厂合作开发林樊家气层天然气
迈出坚实步伐，盘活闲置油气资
产，提高油藏开发效益，节约钻
井投资2400万元；双方积极推进
林樊家西区块整体合作、全面合

作，通过共同组建领导班子、共
同部署产量计划、共同盘活存量
资产、共同做优增量资源，初步
构建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多方
共赢的合作开发新模式。

一体化联动

推动政治优势转化

为破解党群部门和业务部
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鲁
明公司党委构建齐抓共管、一体
联动、同向发力的大党建、大政
工格局，从2020年开始逐年分步
开展党建基础建设年、质量提升
年、全面深化年“三年行动计
划”，构建党建工作“1+1+N”运行
体系，确保系统抓党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

纵向上，建立齐抓共管的大
党建体系，厘清公司党委主体责
任、部门“管业务管党建”责任、
基层支部抓落实责任；横向上，
健全一体化大政工运行机制，公
司党委把握方向、责任部门牵头
抓总、党群部门齐抓共管、业务
部门参与推进。

企业管理部牵头讲形势，全
年8446万元创效目标细分到部
门，让每一名员工清楚干什么、
怎么干；人力资源部带头讲政
策，让“能创效就是好岗位”深入
人心……在大党建、大政工整体
框架下，以业务部门为主导的

“三级三讲”宣讲机制应运而生，
成为党建与业务相互嵌入、聚焦
发力的缩影。

“抓党建就是抓根本、就是
抓业务，就是要把政治优势转化
为企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在
鲁明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王云
川看来，只有党群部门和业务部
门一体两面、同题共答，才能推

动公司业绩、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发展。

截至目前，鲁明公司油气产
量超计划0 . 31万吨，创效指标超
额3733万元，注采对应率、措施经
济有效率等各项指标整体向好，
抓实党建促发展优势不断凸显。

走好“一颗子”

激活“一盘棋”

发展“一盘棋”，如何将高质
量党建“这颗子”精准嵌入，鲁明
公司党委把“先手棋”下在建强
堡垒阵地、压实党建责任上。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
羊”。王云川直言，压实支部委员
责任，首要是选拔政治强、懂生
产、会经营、善管理的干部到党
支部书记岗位，从领导体制上促
进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翻看济北采油管理区党支
部书记初启龙的履历表，技术
员、管理区副经理、经理、党支部
书记，这正是鲁明公司基层党建
融入生产、嵌入经营的最佳注
脚。正是有了扎实的业务功底，
初启龙全程参与的曲堤零散井
更新工程，探索出了“七不等”

“七优化”“两激励”运行模式，平
均钻井周期3 . 8天、建井周期6 . 8
天，原计划7000万元投资调整优
化到4000多万元。

抓实基层党建，不仅要建强
班子，更要带好队伍。今年以来，
鲁明公司明确星级班站创建目
标任务，在基层22个班站中建成5
个五星级班站、11个四星级班站，
为基层班站建设树标杆、作引
领；实施全员岗位创新创效行
动，做实争“优胜”创“最佳”群众
性劳动竞赛品牌，让每一个班站
都成为创效单元、活力细胞。

近日，经过连续近40个小时的拖航奋战，海洋牧场平台“国鲍一号”顺利就位烟台长岛北部南隍城岛海
域，助力南隍城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据了解，“国鲍一号”是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海珍品养殖网
箱平台，也是为数不多的气囊式平台，由于形状不规则且拥有34个气囊，大大增加了拖航难度。为此，胜利油
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多次与施工方研究讨论，合理规划最优拖航预案，克服施工过程中的种种难题，高质
量完成第五座海洋牧场平台精就位作业，展示出胜利船舶高超的拖航技术。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李福起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

仙) 今年5月份以来，胜
利油田纯梁采油厂组织9
个机关部门和地质、工艺
研究所成立新型采油管理
区业务流程服务指导工作
专班，“组团”对7个采油管
理区开展为期7个月的业
务培训、流程梳理和现场
指导，全面消除问题短板。
目前，专班现场指导25次，
指导管理区谈判、议价30
项，节约各类费用80万元。

在纯梁厂党委常委、
副厂长陈晓军看来，随着
油公司体制机制建设持
续深化，七项经营优化权
下放，采油管理区成为油
藏经营管理的责任主体，
企业管理的“四梁八柱”
主体框架确立，但仍然存
在基层经营管理主体地
位未做实、技术分析和经
营决策能力需要进一步
提升等问题，这都是制约
采油厂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

为精准服务基层，专
班人员多次向各管理区
征集意见、需求，对基层
最紧迫的78项重点业务、
最亟待梳理的24项工作流
程，开展预算编制、“三线
四区”应用等专题授课50
余次，解读相关文件精神
30余次，切实提升了基层
管理人员油藏经营管理
和创效能力。同时，他们
还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的
业务指导，协助管理区进

行具体工作流程的谈判、
合同签订等。

大芦湖采油管理区
计划对樊18-720井实施封
堵工艺措施，专班人员在
帮助管理区最大程度优
化工序基础上，安排财务
计划部人员全程参与合
同谈判旁听，现场解疑释
惑，节约费用18万余元。

“虽然大的流程框架
已经制定完善，但基层岗
位人员往往只局限在自
己的网格内，缺乏网格间
的‘串联’，造成管理脱
节，降低运行效率。”纯梁
厂企业管理副总监兼企
业管理部主任曲军举例
说，像作业监督按照制度
流程选择供应商时，未能
及时与经营管理人员协
调合同运行等流程，常常
会造成作业选商早已结
束但经营人员却不知晓，
耽误运行效率。

目前，专班人员对近
两年采油厂制订的与管
理区相关的50项制度和25
个工单进行梳理，对作业
选商等12项制度流程进行
修改完善，实现各环节相
互融合，一体化运行。

曲军表示，下一步，
纯梁厂将充分发挥职能
部门“协调保障、指导服
务、监督监控”职能，以新
型采油管理区业务流程
指导服务工作专班帮扶
常态化运行管理机制为
抓手，全面提高管理区油
藏经营管理水平。

纯梁采油厂：

成立专班指导服务基层

谋划实施“党建提质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六项提升工程”、健全党建工作“1+1+N”运行体系……展开
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党建工作蓝图，一项项硬核举措描绘出把关定向、引领统筹的生动曲线。“党的组织、党建
工作，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发挥着掌舵作用。”鲁明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刘建磊说，近年来，公司党委通过创
新载体、创新方式、创新途径，不断拓宽党建工作的领域和广度，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联
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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