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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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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随着滨南信息网公告栏里不断登出的招聘启事热度持续攀升，意味着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取得阶段性成果。据了解，今年以来，滨南厂建立内部人力资源“超市”，并采用公开招聘的办
法，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有序引导员工向缺员单位流动、向更能创造价值的岗位转移，努力盘活人
力资源，激发队伍活力，增强创效能力。截至目前，滨南厂已有69人走向新的岗位。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超市”里的岗位真不少

由于多年来没有补充新员
工，滨南准备大队员工总数从
2010年初的311人减少至目前的
254人，并逐渐出现缺员现象。据
了解，在滨南采油厂，多家生产
辅助、后勤保障单位也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

为确保优质高效运行，准
备大队眼睛向内，积极稳妥优
化出17名员工，充实到严重缺员
的岗位。此外，准备大队根据工
作实际需求，借助滨南厂一体
化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平台，在
全厂公开招聘2名车工、3名抓管
机司机、3名油管杆修复工。

6月1日，经过笔试、面试、公
示后，来自井下作业大队的8名
基层员工，从67名应聘者中脱颖
而出，前来报到。转岗培训合
格，试用期考核合格后，他们将
正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有 的 单 位 需 要“ 招 兵 买
马”，有的单位则需要“精兵简
政”。近年来，随着油公司体制
机制建设逐步到位，“四化”建
设深入推进，“信息化+机械化”
在大幅降低一线员工劳动强度
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
率，而这时采油管理区的富余
人员也渐渐显现出来。

今年以来，滨南采油厂彻
底解放思想、彻底转变观念，从
推进业务流程再造、提质增效
升级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动打
破行政壁垒，亮出空缺岗位，并
利用向全厂公开招聘的形式，
着力打造人力资源“超市”，努
力盘活人力资源存量。

截至目前，滨南采油厂已
发布8个公开招聘启事，涉及204
个岗位。

“竞聘是件正常的事”

6月 5日下午，见到祁景龙
时，他正在准备大队油管厂进
行车工岗前培训。顺利的话，1
个多月后，祁景龙就将正式走
上新的工作岗位。

5月份，得知准备大队招聘
车工时，井下作业大队作业6队
的祁景龙想法很简单：“既然有
机会，那就试试呗”。

这次招聘，也让他有机会
解开自己的一个心结：“上学时
取得的钳工高级工证就没用了
吗？”

在祁景龙看来，笔试更像
是一场高考，按照规定不带身
份证不能进考场，并且要放在
桌子上，单人单桌，手机全部关
机，“我坐在第一排，光前边监
考的就有三、四个人”。

为 确 保 公 开 公 平 公 正 选
聘，准备大队经过了一番精心
组织，采油厂人力资源科、纪委
监察科、党政办公室全程监督
笔试、阅卷、面试、公示等各个
环节。阅卷时，姓名全部密封；
面试评委达11人；笔试、面试成
绩及拟录取人员第一时间进行
公示。

最终，祁景龙以笔试93分、
面试46 . 36分的成绩，从6名车工
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哪儿都有竞争，岗少人多
就必须采取竞聘的方式，这很
正常。”祁景龙觉得，如今这个
岗位挺适合他，“不管在哪儿工
作，只有有价值、能创效就是好
岗位，今后我也下决定要在新
岗位上努力实现更大的价值”。

人员流动越来越顺畅

以往，受专业限制、板块限
制等因素影响，单位内部往往
存在“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现
象，眼光局限于一地一域，“挖
渠引流”十分鲜见，“围坝设障”
司空见惯，阻碍了人员合理流
动。久而久之，队伍老化固化、
结构冗员缺员、创新创造乏力
等症状日益显现。

实践证明，最大限度发挥
人才优势、业务优势，成为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多创效的重要
途径。

前期，滨南采油厂打破行
政管理壁垒，通过全厂公开选
拔、双向选择的方式，将12名业
务突出的基层技术干部选拔到
科研单位工作，8名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干部从厂机关、科研
单位充实到了采油管理区。同
时，他们还对全厂安全主任监
督进行轮岗大交流。

为更好地打破转岗流动困
局，促进人员优化配置，滨南采
油厂在全厂范围内打掉“三限”
控制，拆掉“堤坝”、“围墙”，让
人员适度有序、科学合理流动。

据了解，滨南采油厂出台
了 人 力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实 施 办
法，利用滨南信息网搭建一体
化配置平台，建立完善“用工单
位提出需求—人力资源平台发
布信息—双向选择”的内部用
工调配机制，实行全厂用工一
盘棋，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作用、创造效益。

目前，该厂已组织完成了6
批次的公开招聘，共盘活劳动
力69人。人员的有序流动，既解
决结构性用工矛盾、减少成本
支出，还提升了队伍投身提质
增效升级的活力。

滨南厂搭建一体化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平台，空缺岗位面向全厂招聘

市场化配置让员工“动”起来

含含油油污污水水零零排排放放

近日，中石化碧水蓝天环保投资项目——— 胜利油田海洋船舶含油污水处理工程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
组织的验收。据了解，上述污水处理工程占地2823平方米，处理含油污水能力为10m3/h，年平均处理含油污水
量为24000t。经过处理的废水水质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等级标准后，全部
进入厂区污水管网到原污水处理站进行二次处理，最终全部用于厂区绿化，实现污水零排放。此外，海洋石
油船舶中心加强对污染治理措施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生产全过程安全环保。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亭 摄影报道

26项化学剂技术要求
通过中国石化审查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文学

李霖 ) 近日，中国石化
科技部组织召开26项采油
用油田化学剂技术要求审
查会，对《固体脱硫剂技术
要求》等9项新制定标准和

《油田化学剂中有机氯含量
测定方法》等17项修订标准
的送审稿进行审查。

审查专家在听取了标
准起草组关于任务来源、编
制过程、编制原则和验证效
果的汇报，并对标准条文进
行逐字逐句的审查和讨论。

据了解，审查期间，胜

利油田技术检测中心质检
所担任制修订的26项油田
化学剂技术要求均顺利通
过审查。

本次标准制修订囊括了
酸化压裂、集输、污水处理等
多个领域的油田化学剂，工
作量大，知识领域涉及面广，
技术检测中心质检所标准编
制组人员广泛搜集资料，编
制完成的各项技术要求获得
专家组一致认可。下一步，质
检所将根据审查会专家组对
各项技术要求提出的意见，
尽快完成标准报批稿的编制
工作。

油田管线地理信息
全面进入三维时代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倩 刘
国庆 ) 近日，随着中石化
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研
发的“胜利油田地下管线三
维地理信息系统”通过验
收，标志着胜利油田地下管
线地理信息系统从二维转
向三维，并在规划、设计等
方面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系统基础数据由
无人机航拍的高分辨率影像
图和地形数据构成，业务数
据覆盖胜利油田油、气、水、
电等专业系统和市政水、电、
通信等18类数据，通过严格
的数据检查和数据入库，为
用户展示准确、详实、立体的
油气地下管线、地面站场等
场景，为城市建设、管线施
工、工程填挖方等提供空间
分析数据。

三维系统的投入使用，
打通了单一空间、专业和场
所限制，实现了地上地下一

体化展示各类油田地面工
程和市政设施。该系统可更
加立体地了解油田设施现
状，保障安全生产、指导规
划设计、提升管理水平。

胜利油田地理信息系
统作为综合油田基础地理
信息和油田地面工程建设
信息平台，自1998年立项以
来，经过系统建设、推广应
用、完善提升三个阶段的发
展，已建成油田基础地理数
据的存储、管理、数据服务、
数据展示和查询中心，为胜
利油田勘探开发、生产运
行、经营管理、规划设计等
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015年底，石油工程设
计公司组织开发三维地理
信息系统，相比二维地理信
息系统，三维地理信息系统
将抽象难懂的空间信息可
视化、直观化，操作简便易
懂，并使用户能够对空间信
息做出准确而快速的判断。

油田春季电网检修
提前15天圆满收官

本报6月20日讯(通讯员
王洪松 雷晓庆) 胜利

油田春季电网集中检修工
作自3月16日启动以来，在
各采油厂、油公司和电厂的
密切配合下，电力管理总公
司已提前15天圆满完成各
项检修任务。

据了解，电力管理总公
司按照“四季检修”的整体部
署，提前组织召开方案讨论
会，并结合今年电力专项升
级改造任务，通过对电网存
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摸底，研究确定了检修组织
方案和工作重点，编制了

《2 0 1 7年春季电网检修计
划》，对检修安排、职责分工、
安全质量做了全面要求。本

着“应修必修、修必修好”的
原则，累计检修变电站74座、
检修线路348条3668公里、处
理各类缺陷2216处。

检修过程中，参检人员
牢固树立“质量就是效益”
的理念，按照“集中力量，重
点消缺”的思路，严格落实

“检修实名制”、“质量回访
制”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严
把每道工序操作关、验收关
和考核关。他们与采油厂等
兄弟单位密切协作，统筹优
化检修计划，齐心协力做好
变电站和油井线路检修，保
证了整个油田电网检修工
作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降
低停电对油气生产、居民生
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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