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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东采油厂：

利用人工湿地变废为宝

跑上门服务，到现场帮扶
鲁明公司启动常态化下基层活动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雪龙) 近日，胜利

油田鲁明公司启动为期一年的
常态化下基层活动，9个机关部
室和 4个直属单位按照在岗员
工三分之一比例和每人次每月
21天确定锻炼人数、出勤天数，
科研所6名下基层人员分两组，
到济北等 6个采油管理区解决
基层问题、提升服务能力。

“把主要力量沉下去，帮扶
管理区做实‘五大机制’、用活

‘七项权力’，真正成为名副其
实的油公司。”在鲁明公司党委
书记刘建磊看来，一边是“动起
来”“走出去”让队伍更精简高
效，一边是油公司体制机制建
设走深走实给基层更大自主
权，基层怎样才能接得住、抓得
稳、用得好，实现独立协调、单
兵作战，离不开业务部门指导、
服务与协调。

跑上门服务，到现场帮扶。
针对“七项经营优化权”下放带
来的难题困惑，鲁明公司系统
梳理改革后党建引领、投资管

理、成本管控、产量运行、人才
支撑等方面存在问题，基层单
位成了出题人，综合管理部门
人员化身答卷人，充分发挥政
策熟、业务精、视野宽等资源优
势与业务专长，有目的、有计划
地逐一作答、对口援助，指导更
加精准。

“下沉基层，不是走马观
花、添彩镀金，而是与基层员工
面对面、心贴心，实现观念大转
变、作风大提升。”鲁明公司经
理王云川扎根基层一路走来，
深知基层一线是员工成长的沃
土、干部成才的熔炉，指导基
层、服务基层的素质能力，不是
凭空而来，是在基层练就。

截至目前，累计下基层200
余人次、1200余天，尽心竭力帮
助一线解决投资决策、措施优
化、绩效考核、班站文化、员工
心理帮助等问题30余项。同时，
综合管理部门人员与员工群众
同吃同住、同上井场、同进站
库，耐心听取呼声，虚心求策问
计，真正拉近与员工群众之间

距离、增进与员工群众之间感
情，帮助基层查问题、除隐患、
补短板，识别风险、管住风险、
减少风险，推动基层工作和自
身业务“双提升”。

事实上，常态化下基层活
动，是鲁明公司落实油田机关职
能优化工作的一项创新举措。三
分之一比例常态化下基层，二级
综合管理部门人员得以大幅压
减，为保证正常工作与基层锻炼

“双不误”，鲁明公司把重点放在
“大岗位”构建与复合型人才培
养上，打破部门岗位之间、部门
业务之间的壁垒，通过交叉任
职、交流锻炼，让人人能够一岗
多责、一专多能。

在此基础上，鲁明公司将
常态化下基层锻炼列为专项督
查内容，在乘车、用餐、住宿、考
勤等方面划出硬杠杠，通过电
话询问、现场督查等多种方式
不定期检查，每4个月汇总公示
日常考勤、工作小结等情况，督
导责任落实、制度执行、难题查
办，为活动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郭巧玲) 初冬时节，站

在孤东油田西北角人工湿
地的木栈桥上放眼望去，
金黄的芦苇在风中摇曳，
洁白的芦花向远处延展，
数十只野鸭在水面上觅食
嬉戏，这样一幅自然和谐
的画卷，正是胜利油田孤
东采油厂多年来变废为宝
绿色生产的结果。

孤东油田勘探开发34
年来，累计为国家贡献原
油超过1 . 03亿吨。随着油
田进入开发中后期，孤东
油田无法在经济上实现注
采平衡。地层采出水富余
量不断增加，处理矛盾越
发凸显，这也成为制约孤
东采油厂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一。而与之对应
的是，因淡水资源缺乏，油
区滩涂湿地补水不足，土
地重度盐渍化 ,自然湿地
生态功能不断减退。

孤东油田因采出水富
裕面临处置难，湿地因生
态补水发愁。融合，成为共
赢的唯一选择。

2 0 1 3年1月，胜利油
田、东营市人民政府、山东
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实施“人工湿地深度处理
地 层 采 出 水 及 生 态 建
设——— 孤东油田示范工
程”，有效化解了发展和绿
色之间的矛盾。今年5月，
经中石化专家组评审，该
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针对采出水水质特点
和孤东油区独有的土地资
源优势，孤东采油厂利用
人工湿地达标处理技术净
化富余地层采出水，既可
以实现采出水的减量化、
无害化与资源化，又可以
水保湿，以淡压咸，涵养人
工湿地，保护生态环境。

用处理达标的采出水

孕育新湿地，让孤东油田
实现了绿色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孤东油田人工湿
地经过一期、二期、三期工
程后，湿地面积从一期的
2600余亩增长到7700余亩，
油田采出水日处理能力从
3000方达到20000方。截至
目前，已累计处理采出水
3000万方，相比传统的处
理模式，减少采油厂原油
损失100万吨，创造经济效
益3 . 9亿元。

今年，孤东采油厂对
原有流程进行了技术升
级，使整个预处理环节实
现了全程密闭，并新增
VOC收集处理装置，实现
厂区无可挥发性有机气体
逸散。同时，通过反复试
验，优化了加药菌剂，有效
控制水中污染物产生，避
免了产生硫化氢、硫醇等
臭味气体；新增密闭生化
处理装置，将原来化学气
浮法沉淀产生的含油固
废，变成了生态底泥，有效
避免固废处置所带来的环
保隐患。

精心呵护和涵养湿
地，使孤东油区的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多
年科学、严谨地探索，孤东
油田人工湿地培育形成了
稳定的石油类污染物优势
降解微生物群，建成了以
海蓬子、川蔓藻、刚毛藻、
芦苇等为主的耐盐净水植
物区，生态净水功能不断
完善。经第三方机构检测，
孤东油田人工湿地中部水
质达到海河流域污染区排
放一级标准。

如今，孤东油田人工
湿地内茂密的芦苇、脆嫩
的水草、肥美的鱼虾，为南
飞的候鸟增添了一处歇脚
的乐园，并吸引了30多种
禽类筑巢繁殖，数量多达
近万只。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邵
芳 通讯员 崔洪颖 吴永
刚) “技术先进、安全环保、服
务到位。”谈及前不久在江苏油
田应用绿色维修新技术顺利完
成管道储罐应急维修项目，胜利
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河口维
修服务部副经理、地面工程主任
师谢立椿非常自豪，“这是中心
首次在胜利以外的油田开展技
术服务，甲方的高度评价离不开

专业化技术服务能力。”
今年10月，地面工程维修

中心与江苏油田油气生产服务
中心签订《管道储罐应急维修
项目》技术服务合同，谢立椿、
欧阳洪等五名项目组成员远赴
江苏油田，开启省外技术服务
创效的“破冰”之行。

“以技术进步推动中心发
展，以质量升级拓宽服务市场，
努力让胜利维修品牌实现‘墙

内墙外两开花’。”2018年成立以
来，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紧盯技
术前沿，着眼市场需求，聚焦持
续提升保障支撑主业和经营创
效能力，持续推进以9项关键技
术为核心的绿色维修施工“技
术包”，不断提高维保质效，更
好地服务保障甲方安全生产。

不动火碳纤维修复加强技
术，是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最早推
广应用的一项绿色维修核心新

技术，也是顺利实施《管道储罐
应急维修项目》的“利器”。这项
技术采用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
料和专用粘合剂，对管线腐蚀严
重、易发生穿孔的重点部位进行
不停产、带压修复和加强。

“我们不仅要发挥胜利维
修技术优势，还要把精益管理、
优质服务的铁军作风带过去，
让甲方享受到一流的专业技术
服务。”在谢立椿看来，到兄弟

油田开展技术服务，不仅是经
营创效模式的新突破，还锻炼
了队伍、提高员工价值创造力。

目前，江苏油田又与地面
工程维修中心签订了第二个技
术服务项目。这次合作，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将重点应用胜利维
修绿色施工“技术包”中的“陶
瓷防腐保温一体化技术”、“不
动火碳纤维修复加强技术”等，
优质高效服务甲方生产。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开启省外技术服务创效“破冰”之旅

创创新新井井控控演演练练模模式式

近日，胜利油田东胜公司创新采用“1+1”模式，组织10家采油管理区和6家作业承包商，分注采和作业两
个项目，同时举行井控应急处置演练。其中，采油项目模拟处置长停井套管闸门缺失出现溢流情况，作业项
目则模拟含硫化氢井起钻作业时发现井喷预兆实施抢险。各参赛队伍按照整队入场、险情汇报、展开抢险、
完成收尾等四个步骤逐一进行演练。据了解，长期以来，东胜公司将抓实安全教育培训作为安全管理的重
中之重，严格直接作业环节和承包商管理，有效提高全员识别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康 范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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