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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供水分公司东区销售用水一站员工走小区、入家庭、进企业，向广大用户宣传线上水费
缴纳操作办法，让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数据平台带来的生活便利。今年8月底，东营市鲁辰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开通了“东营市鲁辰水务”微信公众号、微信“生活缴费”、支付宝“生活缴费”、工商银行“e缴费”等多种
移动缴费渠道，居民只要一部手机即可完成水费缴纳、水费查询，既方便又快捷。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立萍 摄影报道

水水费费缴缴纳纳““一一手手掌掌握握””

桩1-18井是采油管理
二区的一口生产井，日产
油量5 . 8吨，吨油运行成本
916元/吨，按当前税后油
价1128元/吨评价，开井每
天能创效1230元。

在管理区月度经营分
析会上，副经理汪海沛却
提出要关停该井。汪海沛
算了一笔账：在全链条下，
如果关停这口井，每天可
减少消化采出水574立方
米，长堤注水站可优化关
停1台分水的柱塞泵，每日
可节约电费、采出液处理
费等成本3203元/吨，按当
前税后油价1128 . 43元/
吨，创造效益2075元。今年
4月份，采油管理二区对该
井实施控液计关。

“单个节点个体有没
有效益，要放在全链条中
整体考虑。”桩西采油厂副
厂长王继强说，今年以来，
桩西厂对综合含水大于

99%的68口油井进行全链
条一体化经济效益评价，
关停无效、亏损油井16口。

能否实现全链条经济
效率运行，系统设备的能
耗匹配是关键。多级离心
泵是注水系统的常用设
备，采油管理一区在对管
理区回注运行实际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后，他们采取
离心泵减级降耗措施，将
桩1注水站的三台离心泵
从10级降为9级，不仅有效
降低了注水单耗，系统泵
干压差降低了2兆帕。从管
理区角度而言，此举日节
约电费0 . 53万元，但从采
油厂回注系统角度来看，
整体干压随之降低1 . 5兆
帕，日节约电费0 . 6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
月，桩西采油厂通过准确
把握注水设备能耗，降低
系统压力，实现降单耗180
万元。

桩西采油厂：

“全链条”抓成本抢效益

海洋钻井公司新胜利一号平台经理李恩朋：

海外抗疫的最美“逆行者”
“我是平台负责人，必须留下来才能给大家吃上定心丸……”自尼日利亚疫情爆发以来，服务于壳牌尼

日利亚项目的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海洋钻井公司新胜利一号平台尽管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但还是被第
三方无症状感染者将病毒带入。在危机时刻，身为平台经理的李恩朋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坚守岗位、坚决扛
起责任，带领干部员工投身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攻坚战。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为

连发三封请战书
6月10日，在接到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报告后，李恩朋默默合
上报告，整理了一下口罩和护目
镜，打开邮箱给项目部发送了第
三封“请战申请书”：继续坚守岗
位，直到平台疫情防控I级应急响
应解除。

10天前，平台疫情防控I级应
急响应启动后，现场顿时紧张起
来。病毒不可怕，失去信心才可
怕。平台经理李恩朋立即决定：

“留下来稳住队伍、与病毒斗争
到底。”

在制定留守计划时，他向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海洋钻井公司
递上了第一封请战书：“我作为
负责人，对平台情况熟悉，理应
留守！”当时平台正进行着二开
钻进作业，甲方要求平台尽快下
完套管，保证井下安全。他一面
安抚员工情绪，一面组织加快生
产进度，为早日停工抗疫争取时
间。在他的带动下，员工们坚守
岗位、积极工作、齐心协力、共渡
难关。

由于疫情突发，甲方提出由
外籍员工暂时代管平台。作为平
台负责人，他郑重地递交了第二
封请战书：“平台是国有资产，价
值数亿，让所有中方人员撤离，
把这座几千吨的“家”交由他人
代管，我实在放不下心，我申请
留下来。”李恩朋清楚，自己是这
座平台的经理，坚守平台责无旁
贷。“我要留下来，直到赢得最后
的胜利。”他说。

“把我的房间腾出来”
平台出现外籍疑似病例后，

需要设置专门的隔离房间，李恩
朋主动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来，卷
起铺盖到了资料室，找了一把躺

椅，搭成临时床铺。在他的带头
下，骨干纷纷做出表率。

疫情发生后，一名第三方员
工感染住院后出现重症，这件事
在平台引起了很大恐慌。他及时
同项目部和甲方沟通，将真实情
况告知每一名员工，化解了员工
恐慌情绪。原来这名工人隐瞒严
重的糖尿病史，加之当地医院收
治能力有限，耽误了最佳治疗时
间……

平台上一些外籍员工担心
疫情导致失业，做出了一些不理
智行为。李恩朋积极与他们交
涉，听取他们的诉求。为打消他
们的疑虑，他克制着情绪，耐着
性子与他们解释，不断在甲方、
项目部和外方工会之间沟通协
调。就这样，他一个个地谈，重点
人员谈一遍不行就谈两遍、三
遍……从白天直到当晚8点多，
他的嗓子谈哑了，外籍员工终于
稳定下来，保证了平台疫情进一
步控制。

为了稳定中方员工的情绪，
他带领班子成员挨个谈心、逐个
疏导，并安排人员身着防护服，
每日为员工测体温。在中国石化
的协调安排下，平台为所有员工
连线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专
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他还录
音整理了所有内容，制作了一份

“防疫记录”，为大家积累更专业
的防疫知识。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海洋钻井公司工会还多次安排
了EAP团队辅导活动，开始大家
都放不开，不愿表达自我情绪，
他就以身作则分享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引导大家直面困难。

除此，为了保障队伍稳定，
海洋钻井公司工会与平台在家
人员开展家庭入户走访，累计慰
问107人次，建立起了“家属联谊
群”，解决了前线员工的后顾之
忧，稳固了平台的大后方。

办法总比困难多
疫情原因，中方员工无法正

常回国倒休，岗位缺员已是常
态。“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时
刻，干部们要冲在前面！”李恩朋
在大会上与骨干达成一致。

部分岗位无法替班，他们采
取“高岗替低岗三班倒，关键岗
在平台轮休”的方式，完成25人
15个管理岗位的全覆盖，保障了
疫情防控下现场生产的有序进
行；岗位短缺，就挖掘跨界的潜
力，骨干们主动请缨，电气师郭
忠兼起了报务员，水手长门业明
干起了固井操作手，工长顶起了
泥浆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平台以99 . 8%的日费获取率
实现了海外项目的逆势营收，取
得了壳牌600日安全无事故合
作。

尼日利亚封城，不仅严重影
响了平台员工的正常倒班，物料
供给也无法及时到位。平台成立

“设备攻关小组”，细化设备维护
项点，制定设备运转大表，让大
家及时更新设备运转动态，自我
排查设备隐患，清点库存备件，
制定平台停待期间自修计划。先
后完成左弦吊车液压油泵修复、
深井泵拼接自修，2台主机冷却
水箱更换等自修项目，节约成本
近20万元，保障设备运行完好率
100%。

7月中旬，平台已解除疫情
防控I级应急响应，目前复工复产
已经陆续开始，常态化疫情防控
任重道远。

李恩朋说，最难熬的那段时
间里，他也恐惧、紧张，甚至因为
压力太大而喘不过气来，但一想
到背后有祖国作为强大的后盾，
内心就充满力量。而且中石化各
级领导也非常关心支持，组织
EAP团辅，给了他有用的意见建
议，增添了动力，坚定了抗疫必
胜的信心。如今，虽然平台已解
除疫情防控I级应急响应，但他
要继续鼓足干劲，带队继续打好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个攻坚
战”。

盈亏平衡点降至48美元/桶、单位运行成本降低4%、
半年节约电费20万元……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桩西采油
厂把效益作为工作评价标准，把每一个节点放在全链条
中评价，算好个体整体效益、低效耗能优化和存量效益提
升“三本账”，抓实抓好生产经营最薄弱环节，实现整体效
益最大化。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丽华 程秀坤

算好个体整体效益账

据了解，桩西厂共有
桩106、桩205等16座注水
站，基于个别区块注水压
力较高的生产实际，注水
站泵压往往需要保持在较
高的压力上运行，这就造
成注水单耗较高。

“划小压力单元、分压
运行可以降低损耗。”桩西
厂技术管理部主任孟庆标
说，他们结合油藏注水压
力分级需求，配套形成“分
压注水”工艺，将原来的8
套压力系统优化成16套，
让系统在高效区运行。其
中，在桩106北区配套双压
力系统分压注水，优化15
口注水井进低压系统，此
举日节电7080千瓦时。

桩113-斜52井日产液
量30 . 1吨，每天需要拉油3
车才能满足生产需要。实
际运行中，每天都有1辆车
仅装半车油，处于容量不
饱和状态。于是，采油管理
三区通过供液能力分析和
效益评价，科学调整运行
参数，不仅日增油3 . 6吨，
三辆车满负荷运行还有效
降低吨油费用。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
月，各管理区对不能满负
荷运行的拉油单井，采取
全方位论证生产参数、优
化调整拉油线路和拉油周
期等举措，合并拉油车辆
2 9井次，减少运费支出
15 . 2万元。

算细低效耗能优化账

今年以来，桩西厂注
重开发过程控制，通过多
轮次单井、单元效益分析
及措施优化，推进存量开
发提质增效。

5月份，东营港开发区
规划调整，对采油管理三
区4个开发单元的22口油
水井造成影响，日产油2 . 2
吨的桩121-侧14井就是其
中之一。

“要在退出前合理规
划生产，最大限度盘活存
量、提升效益。”管理区经
理马洪飞说，为将规划调
整造成的产量影响降到最
低，他们采取提掖措施加
速开发力度，提液后日增

油2吨，预计单井阶段产油
195吨，盈利15 . 83万元。

去年年底，采油管理
三区部署8口新井，前三年
预计平均单井日产油量
4 . 5吨，新增产能1 . 1万吨，
新增可采储量12 . 7万吨，
项目60美元/桶油价内部
收益率8 . 1%。

今年4月份，面对油价
下跌，他们迅速按40美元/
桶油价对项目重新评价，
去掉1口风险井，钻采及地
面也进行项目删减及材料
选型优化，相比原方案压
减费用27 . 2%，项目在油
价40美元/桶条件下，内部
收益率达9 . 2%。

算精存量效益提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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