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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井增多使闲置土地增加，探索新能源开发项目是盘活闲置土地的一剂良方。为此，孤岛采油厂利
用孤岛地区地势平坦、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逐步建设起太阳能发电站。目前，该厂和新能源开发中心采取
战略合作模式，实施油井光热代气代电、光伏发电、污水余热利用等项目，减少碳排放量1 . 1万吨。到2021年
底，计划盘活闲置土地20万平方米，建成15兆瓦的发电能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超君 张琨琨 摄影报道

““荒荒地地””变变““宝宝地地””

东辛采油厂建立人力资源“动起来、走出去、强起来”长效机制

1623名员工“闯”出效益和口碑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田真 刘薇

这是一份责任
6点20分，天还没亮，张会芝

就从锦苑小区坐着首班111路公
交车赶往胜利花苑海棠园，7点
30分她要开始这里的道路清扫
和公共设施消杀。这样的防疫消
杀每天会进行三次，“一日三消”
的模式已运行一年。

这一年，张会芝所在的东辛
厂胜利花苑外闯项目部再一次
夺得甲方单位颁发的年度“样板
小区”称号。

荣誉源自东辛责任。胜利花
苑外闯项目部签约于2018年1
月，由90名员工负责胜利花苑3
个区住宅楼卫生、绿化和设施维
修监管等工作。

张会芝说，住宅片区大，他
们推行了“分组承包、专人专项”
工作法，8名员工专管115个楼道
的清洁消杀，保质保量；针对绿
化面积大，他们搞起了小发明，
自制清扫落叶耙、收集落叶桶，
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获得了
花苑小改小革二等奖。

项目部的付出不仅得到居
民的认可，更得到项目甲方公共
事业服务中心的肯定，在月度

“提质增效谋发展 服务升级铸
品牌”竞赛活动中，玉兰项目部
次次名列前茅，在物业费收缴率
排名中持续第一。

这是一份信任
近日，东辛厂胜利学院图书

管理项目的4名员工被甲方评为
2020年度图书馆优秀员工。拿着
证书，她们觉得这是一份信任。

胜利学院东、西校区94万册
图书分类管理，16个馆藏地、22
项图书类型的排序上架……
2018年11月起，这就成为48名东
辛采油员工的日常工作，因为表
现出色，外闯项目组连续两年获
得校方“优秀单位”称号。

从零学起图书管理业务、从
零整理馆内的囤积图书、从零培
养服务意识，三个“从零开始”说
来简单，却包含连续3个月每天
工作到晚上十点的强体力图书
搬运。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过去
的一年还增加了网约和现场身
份核对的工作，考研期间日入馆
人流量最多能达3300人次。

近日，先进员工赵运红接到
了一名学生的感谢电话。原来这
名学生放假前把书包和证件都
遗落在图书馆，幸好赵运红及时
发现并归还证件，他才准时回
家。为了表达感谢，他还说开学
要给阿姨带家乡的土特产。

寒假期间，学校师生离校，
但图书馆内却依然热火朝天，他
们要对12万册图书逐一盖章、整
理上架，还要完成期刊杂志合订
加工成书等年度整理工作。

“东辛员工对待工作尽职尽
责，把石油人的优良作风带进我
们大学校园，对师生贴心周到的

服务，更让我们放心。”胜利学院
图书馆馆长沙斌的评价更透着
一份信任。

这是一份承诺
“东辛厂外派员工业务精

湛、经验丰富、态度严谨，为我公
司海外油气田勘探开发技术支
持工作做出贡献。”成都北方石
油勘探开发公司给东辛厂发来
表扬信。这个项目的工作地点在
成都，服务阵地却在伊拉克，中
伊时差6个小时，外派员工郭家
东除参与公司白天的日常工作，
每天14时到22时还要随时待命
伊拉克的现场技术服务要求。

“4个人的工艺组负责400多
口油水井工艺配套和服务，没点
速度还真跟不上节奏。”1月28日
晚8时，刚搞定伊方1口水井转注
的技术支持，郭家东又开始准备
电泵井解卡堵技术储备；主管地
质的车雄伟用4个月时间就攻克
了伊拉克B油田最复杂层位的地
质研究；负责油藏的向友林也是
经常奋战到凌晨，全力冲刺甲方
5月份向伊拉克汇报的油田最终
开发方案。

他们自学专业英语，把看海
外报告的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30
分钟。一年来，他们参加并完成
了伊拉克A油田的研究评价和描
述，为B油田提供高质量油层改
造、工艺方案设计，为阿联酋C区
块产层提供潜力评价，得到甲方
的一致好评。(注：为保护商业机
密，油田名称用字母代替)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牛年最美“敬业福”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洪颖
徐文忠) 春节期间，在

滨南采油管理九区 3 6 -
12C6#施工现场，滨州维
修服务部女电焊工陈凤单
腿跪在操作坑中认真焊接
管线。焊枪匀速摆动，焊缝
处飞溅出的焊花发出有节
奏的滋滋声，陈凤的操作
一气呵成。

质量决定市场。地面
工程维修中心持续做好质
量“加法”，组织全员学习
中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推行“责任岗号”管理，为
每名电焊工配备一枚钢制
数字工号，每完成一道焊
口，就在焊缝旁敲上“专
属”工号，把“每一道焊口
都是承诺，每一次施工都
是责任”的质量责任理念
变成了全员行动自觉。

1月21日下午4时许，
接到滨南采油管理四区
18、19#站总干线部分地
下管线腐蚀急需更换的信
息后，滨州维修服务部管
网维修二站站长刘焱带领
4名党员干部30分钟内赶
到抢修现场，连夜奋战十
多个小时，安全完成抢险
任务，确保了40多口井生
产正常运行。刘焱说，前几

日，管网维修四站奋战一
个通宵完成滨南采油管理
一区500米管线解卡，维修
五站奋战24小时，完成3个
高架罐流程连接任务和2
个抢险维修任务……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把
甲方的事当做“家事”，把
甲方的“难题”作为主攻
点，通过打造“30分钟维修
应急服务圈”、实行“分段
式”剖析等措施，确保班站
在复杂环境和高风险下快
速抢险、准确处置，提升了
保障支撑主业能力，实现
甲乙方双赢。

管线碰头、换管施工、
流程改造等9个施工任务
一天完成，孤岛维修服务
部管网维修五站副站长谭
延护创下了抢维修任务的
新纪录。在争分夺秒的抢
修中，谭延护落实好现场
安全防范措施后，主动与
甲方精心设计施工方案，
最大限度减少甲方生产损
失。

2月11日除夕夜，孤岛
维修服务部夜间应急抢修
小分队仅用半个小时就完
成抢修任务，使孤岛厂注
采703站、采704站37口水
井恢复正常运行，受到甲
方赞赏。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蔡天成、左涛) 为全

面筑牢综治管理防线，胜利油田
临盘采油管理七区不断强化干
部员工的责任意识，利用“网格
化”管理模式，认真做好重点井、
外输干线的巡查，确保生产的每
一滴原油颗粒归仓。

采油管理七区注采站和临
盘油区护卫队将油区划分为7个
网格，共享一个信息平台，“小网
格”里的注采站每天“点对点”上

报所辖油区油井情况，做到“油
落地”第一时间通报、第一时间
管控、第一时间回收，为净化油
区治安环境构筑坚固防线。

这个区建立综合治理网格
化管理群，每天在群里通报天然
气治理、作业施工落地油回收、
拉油站点、管线施工、管线巡护、
长停设备管理等情况，制定了管
理区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
明确责任，奖罚兑现，网格之间
既可独立作战，又可相互驰援，

确保精准发现隐患目标，高效快
速精准打击。

为加大防范力度，采油管理
七区要求各注采站对取样阀门、
机油孔丝堵、套管闸门等易被不
法分子实施盗油破坏的关键部
位进行整改加固防盗，保障油区
治安秩序的稳定。

据统计，2020年，他们通过
油套同采、打防并举等措施，天
然气挖潜创效297万元，超计划
79万元。

临盘采油管理七区：

“小网格”服务“大综治”

黄河钻井40580队：

51天安全进尺破万米

40余名外闯市场员工被授予采油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6名外闯市场员工被评为采油厂十佳，2020
年，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1623名员工在人力资源“动起来、走出去、强起来”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引领下，承
揽了169个外闯市场项目，不仅提高全厂综合创效能力，也为采油厂赢得了荣誉。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薄磊 )
2月20日，大年初九，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黄河钻井
总公司40580井队率先在
胜利油区突破万米进尺大
关。

对于初次带队到利津
区域施工的40580井队平
台经理王晨来说，要想优
质高效打好每一口井，安
全尤为重要。生产中，该队
牢固树立安全工作“先于
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
切”的理念，教育引导全队
员工正确处理安全与生
产、速度、效益的关系。

为确保施工全过程的
精细管控，40580队按照

“百日安全无事故”专项劳
动竞赛要求，组织开展了
隐患排查评比活动，让班
组之间、岗位之间相互竞
赛，对于隐患未查出、问题
没整改的扣罚当班2个工
时；驻井异体监督每隔两
小时巡检一次，干部大班
紧盯岗位和关键施工，形
成了全员查隐患，时时要
安全的氛围。

在此基础上，他们按
照井控管理要求，积极开
展井控知识培训和防喷演
习，严把设备安装、试压和
钻开油气层验收三道关
口，不达标的决不进行下
一道工序。公司安全、技
术、设备等部门深入一线，

对设备设施关键项点进行
再次排查，找出隐患，细化
标准，帮助井队提升现场
安全管理水平，确保了安
全生产。

安全有保障，提速才
能加速度。由于对地层不
熟，在利38同台井首口井
施工中，40580队一反常
态，选择了保守型打法。

“我们采取降低泥浆
泵压减小排量和使用抗冲
击、抗耐磨性钻头并重的
措施，适当减缓施工速度，
目的是为了在调整中选择
最优施工措施，为后期安
全提速提供支撑。”王晨
说，阶段性减速带来的是
全程加速，第四口井机械
钻 速 较 第 一 口 井 提 高
25%。

钻井提速其实是一项
系统工程，打得快不仅要
在技术提速、设备提速上
下功夫，还要在环节提速
上想办法。为此，他们与甲
方积极沟通，在拿到施工
井相关资料后，组织骨干
进行研究分析，提前储备
好相关物料，做到防患未
然。

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执
行，为首上万米打下了坚
实基础。目前，该队已开钻
4口，完井3口，累计进尺
10231米，井身、固井质量
合格率均100%，完成井电
测一次成功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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