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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纪委组织滨州区域的3个党支部、20余名党员干部前往滨城区廉政警示教育基
地开展廉洁警示教育活动，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在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大家系统
地了解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效，深刻认识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在党
旗面前，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近年来，鲁明公司通过常态化开展
廉洁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强 摄影报道

筑筑牢牢拒拒腐腐防防变变思思想想““堤堤坝坝””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勇
隆延强) 今年以来，面

对疫情防控和国际油价暴
跌带来的不利影响，胜利
油田滨南采油厂坚持绿色
低碳发展战略不动摇，立
足管理提升、能源替代、结
构优化和信息提升等着力
点，全力降能耗、减损耗、
控物耗、减排放。据统计，
今年前9个月，该厂能耗总
量和能耗强度同比分别下
降12 . 2和13 . 3个百分点，
实现能耗总量与能耗强度
双下降。

他们不断完善能源管
理体系，横向上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原则，将能源
指 标 分 解 到 各 部 室 ( 中
心)；纵向上将节能各项指
标分解落实到各用能单位
直至班站，全厂11个主要
用能单位根据不同生产特
点分别建立能源管理体
系。着眼监督考核，滨南厂
制定了《生产过程风险管
控责任考核细则》，将过程
性指标与能源管理体系相
结合，通过强化日常监督
检查、纳入风险管控考核
等举措，确保能源管理体
系运行有效性。

作为滨州市境内的国
有企业，滨南厂主动践行
环保责任，立足推进能源
替代，按时完成所有燃油
注汽锅炉和加热炉的“气
代油”改造工程，清洁能源
占比提高到100%，二氧化
硫减排90%，氮氧化物减

排85%，烟尘减排95%；加
大太阳能、空气能、地热、
余热等新能源利用项目8
个，利用新能源736万千瓦
时，折合标准煤904 . 5吨。

针对稠油产量占比偏
大、能耗偏高的实际，该厂
持续开展产量结构优化，
推进微生物采油、化学降
粘等热采转冷采技术现场
应用，今年前9个月稠油产
量 占 比 由 3 8 . 8 % 降 至
36 . 4%，注汽量同比减少
20 . 2万立方米，注汽天然
气消耗同比降低15 . 7%，
注 汽 耗 电 量 同 比 降 低
16 . 6%，油汽比上升0 . 7。

他们大力推进能源管
控中心建设，积极构建节
能减排全要素、全过程、全
覆盖监测体系，实现关键
能耗信息的高度集成、资
源共享、专家诊断，提升能
源管控的数字化、可视化、
智能化水平，为采油厂能
源管控、能效提升和能流
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在积极推广利用新工
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
料方面，滨南厂引进高频
聚结分水器，改造后的利
津联合站分离器出口含
水由60%降至10%；大量
使用开关磁阻电机、永磁
电机等新型节能电机，电
机 功 率 因 数 平 均 提 高
0 . 35；积极开展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8个，年节约电
量584 . 3万千瓦时，节约
电费378 . 5万元，折合标
准煤718 . 1吨。

滨南采油厂：

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降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郑文 )
为挖掘存量资产潜力，

夯实原油稳产基础，今年
以来，孤东采油厂通过自
主抢扶、合作扶停等措施，
治理长停油水井107口，取
得较好增油效果。

在孤东4-17XN22井
生产现场，孤东采油管理
一区资料员每天都会坚持
量油、巡护，对他们来说，
这口高产井可是他们抢扶
长停井获得的“宝贝”。

去年2月份，孤东4-
17XN22井投产初期，因低
液低含水被报废停井。去
年年底，技术人员精细油
藏分析，对该井大修完井
后采取混排下绕高充的措
施扶停方案，使其今年逐
步稳产在日产油8吨。

“管理一区现有停产
停注井140余口，成为制约
油藏效益开发的瓶颈。”孤
东采油管理一区副经理苏
中华说，三年来，他们充分
利用中石化二次完井、大
修打通道等措施恢复长产
井30余口，有效提升油藏

开发生命周期。
孤东采油厂技术人员

纷纷把抢扶长停井，作为
深挖老区潜力的主攻方
向，成果显著。孤东采油管
理二区，每周定目标，每天
摸排重点油水井潜力，制
订上产举措，围绕效益增
油论证方案可行性。

“老井复查，往往会有
‘发现一点、带出一片’的
好效果。”孤东采油管理二
区技术管理室主任陈志英
说，孤东6-37-473井是一
口因高含水关停两年多的
油井，今年8月份采取扶停
措施开井后，日产油4吨。

今年以来，孤东采油
厂通过建立长停井治理运
行机制，大胆开展新技术、
新工艺的研究应用，加强
单井施工方案设计优化论
证，加强作业过程监督，有
效提高整个施工工序的质
量，做好单井效果分析，前
9个月合作治理停产井15
口、自主扶停治理油水井
92口，不仅实现当年累计
产油2 . 5万吨，还让失控产
能得到有效控制。

孤东采油厂：

治理长停井盘活存量资产

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苦练本领巩固发展之基

做好分离移交“后半篇文章”
近日，河口区和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联合承办的东营(河口)园艺修剪技能大赛圆满落幕，这既是

全市园林绿化人才职业技能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对推动油地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以新理念促新发展，让原有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更好地为政府分担责
任，为居民提供服务，体现了央企的价值。”10月15日，胜利油田三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上，对河口社会化服
务协调中心做好分离移交后半篇文章点赞。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米晶晶 王雅慧

一场交流的盛会
9月下旬，河口区鸣翠湖附

近，球形树修剪拉开了园艺修剪
技能大赛序幕。参赛选手需要在
10分钟内将杂乱无章的金叶女
贞修剪成外形精致、边缘光滑、
立体感强的球形造型，全面提升
绿化带的美感与品质。大赛不仅
检验着专业选手的能力与速度，
也为他们技能交流提供了平台。

参加东营(河口)园艺修剪大
赛的8支代表队、48名参赛选手，
分别来自东营各县区企事业单
位、社会企业和河口社会化服务
协调中心，比赛项目包括树种识
别、色块修剪、球形树修剪和创
意修剪四项。与该中心去年承办
的河口区园艺修剪大赛相比，今
年比赛范围更广、选手综合实力
更强、园艺设计造型更丰富。

王庆山是河口社会化服务
协调中心的参赛选手，经过去年
的激烈角逐，让他对园林造型有
了新的认识，今年比赛他获得了
创意修剪三等奖的好成绩。

“去年承办的河口区园艺修
剪大赛，不仅促进了油地融合，
也为员工与高技能人才比武搭
建了平台，有效提高了员工素能
水平。”在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
中心经理马剑光看来，积极参与
赛事承办的意义，不仅在于提振
士气、证明实力，更在河口地区
擦亮了“河协市政”品牌。今年，
他们积极参与承办全市园艺类
大型赛事，让员工在更大的舞台
汲取“营养”、发挥优势、积蓄力
量。

打造六大服务品牌
配合政府在油田移交小区

成立第一家社区居委会，拉开了
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序幕；启动
油地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
一体化运行，助力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更完善；
小区维修改造工作持续走在油
田前列，为居民营造宜居舒适的
生活环境……

“四供一业”分离移交以来，
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立足

“协调政府、联系居民、监督服
务”的职能定位，坚持用新的发
展理念解决职能转变后遇到的
新问题。

“一次次探索突破让我们认
识到，唯有干实事才能更好赢得
居民信任，唯有实力与品牌，才
能更好发挥协调作用、培育发展
新动能。”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
中心经营管理总监王志勇坦言。
去年以来，他们按照“干实事、提
质量、树形象”的发展理念，加快
打造六大服务品牌，特别是在全
面提升三支队伍技术能力上下
功夫，开启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新
阶段。

围绕管理、专业技术、技能
操作三支队伍，他们树立“一年
强素质固基础，两年上水平利长
远”的目标，建立起以专家技术
团队为引领、以运行管理团队为
保障、以骨干员工队伍为支撑的
品牌创建运行机制，明确创建标
准和提升目标，通过定期组织跨
区域交流学习、技能竞赛等，全
面提升队伍综合实力。

今年，该中心举行了首届职
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职业素能
ABC对抗赛，涉及居民事务、园
林绿化、医疗卫生、学前教育等
六大专业领域。赛场上，不仅有
员工比技能、赛水平，基层管理
干部、班组长也带头打擂，14支
参赛队伍、190余名选手在保障
正常服务的前提下，展开了为期
三个多月的激烈比拼，让以赛促
训、以赛促学成为常态，引领形
成全员业务大实践、岗位大锻
炼、素质大提升的工作格局。

“每个系统都应做出一个品
牌，树立一个标杆和样本。”王志
勇说，今年以来，他们在品牌创
建上再发力，在中心6大系统选
取10家单位启动基层样板区创

建工作，目前已进入收尾验收阶
段，这将为各单位对标、追标提
供统一“标尺”。

让所有人都“动起来”
在今年举办的中心首届职

业技能竞赛上，获得园艺专业组
金奖的袁秀琴激动地哭了起来，
流泪并不是因为获奖情绪激动，
而是因为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凭借技术优势，他们拿下了河口
区黄河路绿化管养项目，这为摆
脱移交过渡期政策依赖、实现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河路是河口区的主干路，
是河口区城市形象的一个代表，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拿下这
个项目，袁秀琴等员工顶着炎炎
烈日，沿着2 . 6公里的路段，一棵
树一棵树地落实树种、生长习
性、生长现状等基础情况，并加
班加点科学制定每棵树的养护
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河口社会
化服务协调中心凭借盐碱地绿
化养护技术，与河口区签订7万
平方米的绿化养护提升项目合
同。实施以来，他们在黄河路开
展了无人机洒药病虫害防治、新
药剂土壤改良和病虫害防治、节
能环保新工具应用等工作，得到
了相关部门的充分认可。

随着三支队伍建设水平不
断提升，该中心年内已顺利签订
市场项目20余个，进一步夯实了
可持续发展根基。

“素质能力的提升是干部员
工转型的关键，河口社会化服务
协调中心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
了，干了原来没有干的工作，很
难得；观念理念要靠组织作用发
挥，包括素质的培养、平台的搭
建、员工的激励等等，这是我们
的政治优势，也是央企的优势，
在这方面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
中心趟出了一条新路子……”10
月15日，在胜利油田三季度经济
活动分析会上，油田领导这样点
评河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工
作，并为他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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