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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通过建立“经营绩效+风
险管控责任”绩效管理机制，配套完善“1+2+2”绩效考核体系，让每个单位
都成为利润中心，每个班站都成为创效单元，每名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统
计数据显示，2017年，滨南采油厂累计考核利润超2 . 06亿元。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干得好不好效益说了算

去年7月，采油管理九区生
产指挥中心主任李新军第一个
报名，申请劳务输出到隆迪公
司。从渤海之滨来到毛乌素沙漠
的6个月时间里，他跟随甲方在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安营扎寨，投
入苏77-7-8井排水采气相关工
作，成为管理区首批劳务输出外
闯市场的员工。

虽然背井离乡、人烟稀少、
环境恶劣，但李新军觉得，“没
啥困难，有困难也能克服；只要
能创效，就是好岗位，没有吃不
了的苦”。

2017年，滨南采油厂像采
油管理九区一样，坚持多产效益
油和鼓励员工“走出去”多创效
并重的单位还有很多。其实，员
工积极响应号召，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闯市场，得益于“1+2+2”绩
效考核体系的实施，即一个绩效
考核办法，经营业绩和风险管控
两个考核细则，人力资源和存量
资产优化配置两个配套政策。

面对复杂严峻的生产经营
形势，如何引导全厂上下一切向
价值创造聚焦、众志成城创效
益，“指挥棒”显得尤为关键。为
此，滨南采油厂根据胜利油田

“经营绩效+风险管控责任”绩
效管理机制，出台9项考核细则
和办法，全面落实“完成目标保
基本薪酬、多创效益挣绩效工
资”要求。

新的考核办法，彻底打破了
“产量、成本分开考核”的传统
模式，并将经营效益作为唯一标
尺。据了解，新政取消季度考
核，实施月度考核，将经营效益
与员工绩效工资完全挂钩，按单
位创效增效额度总量考核、兑现
绩效奖励。同时，他们取消人均

奖励核算办法，挣回来的绩效工
资人多就少分、人少就多分，让
每个单位都成为利润中心，每个
班组都成为创效单元，每名员工
都能创造价值。

考核新政激发创效活力

事实上，考核新政让全厂树
立起“以效益论英雄”的鲜明导
向，让不愿想、不敢想的小革
新、小创造成为创效“金点子”。

2017年，采油管理二区自
主研发并应用连续加药装置36
个，创效68万余元；采油管理三
区开展“骑单车到现场”活动，
每月降低车辆台班费用1 . 3万
余元；注汽大队优化注汽管网吹
扫线路，创效40余万元；

长期以来，大型措施井虽然
见效明显，但高投入、高风险却
让采油管理区“不大敢干”。采
油管理二区副经理刘琳波说，一
口井大修、防砂至少需要6 0余
万元，且见效周期长，“如果当
年见不到效益，就直接影响管理
区的经营效益。”

做实油藏经营主体，打造新
型管理区，已经成为老油田转型
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注定放开

“手脚”后的管理区能够利用绩
效考核体系，立足自身实际算好
大帐、长远账。考核新政明确了
大型措施实行 2 4 个月分摊考
核，并增强水井长效工作量和扶
停井激励力度，无疑为管理区更
有效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策支持，也更加坚定了采油管理
二区油藏经营上水平的信心。

2017年，采油管理二区措
施工作量完成6 9井次，提前两
个月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年增油
1 . 4 2万余吨；水井工作量完成
57井次，超年度计划24井次，注
采对应率、层段合格率、水井开
井率分别提高0 . 5、8 . 5、0 . 4个
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滨
南厂持续聚焦质量效益，强化源

头优化和节点管控，使注采对应
率、分注率、层段合格率同比提
高0 . 4、0 . 9、1 . 28个百分点。

资源资产优化创效

油田实施绩效考核新政以
来，不仅激发了员工创效热情，
而且让资源资产产生新价值。

2017年，为有序引导员工
向缺员单位流动、向更能创造价
值岗位转移，滨南厂充分发挥市
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搭建一体化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平台，让633
人次走上了新岗位。同时，该厂
鼓励员工“动起来”、“走出去”，
人力资源优化创效 5 2 8 2万余
元，外闯市场创收845 . 46万元。

“生金”的还有存量资产。
不久前，采油管理四区与采油管
理 八 区 做 了 一 笔 双 赢 的“ 生
意”。采油管理八区将闲置的两
台7 0 0型抽油机调剂给采油管
理四区使用，得到滨南厂对这两
台抽油机折旧费用的考核激励，
降低了成本；采油管理四区则在
没有购置新设备、增加成本的情
况下，及时满足了生产需求。

这桩“生意”的顺利实施，
得益于融入绩效考核体系、鼓励
基层单位资产轻量化的《存量资
产优化配置实施细则》。

2017年，为进一步盘活存
量资产，滨南厂创新资产调剂利
用机制，建立闲置资产网上信息
管理系统，实行动态上网、统一
调配、市场流转、严格考核。下
属单位需新增或更新固定资产
时，要优先从系统中查阅，按照
制度流程申报调剂使用，让闲置
资产有了用武之地。

在此基础上，他们充分利用
胜利油田存量资产优化配置激
励政策，加大资产共享、土地退
出和依托存量资产提供专业服
务力度。2017年，该厂共盘活闲
置资产121项，资产净值297 . 89
万元；报废资产退出1125项，净
值2894 . 43万元。

滨南厂创新绩效管理机制、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单位是利润中心，员工都能创效

近日，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南苑钻井工程部效能监察工作督查小组对综合服务站物料台账进行核查。
据了解，岁末年初，南苑钻井工程部把强化党员干部管理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各种经营管理行为。工
作中，督查小组不定时前往各基层队实地检查，对基层干部、重点岗位人员各种料单签名进行逐一检查，对
油、材料等重要单据台账管理进行抽查，通过查资料、查签字、盘点物资、询问流程等方式，全面了解被检查
单位的基本情况，找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形成“检查、整改、落实”的闭环管理模式。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黄跃镇 边立鹏 摄影报道

效效能能监监察察规规范范从从业业行行为为

本报1月3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振华
任文盼) 岁末年初，是

原油上产的关键时期，也
是各类隐患事故频发的紧
张时期。为全力提升安全
管理水平，胜利油田石油
开发中心开展“夯基础、保
安全、促上产”主题活动，
推动生产指标和管理质量
持续向好。

在青东人工岛上，抽
油机间距不到0 . 3米，连人
都行动不自如，但技术人
员却在狭小空间里拆卸抽
油机配件，再吊装抽油机
架子。各工位准备就绪，按
照施工过程风险管控具体
事项，大家两个小时就用
零失误完成高风险操作。

这口吊装井是水井转
油井生产的作业井，为在
岁末抢占生产主动权，该
管理区经过摸排分析，决
定将长停井青东5-2斜7井
的抽油机转至青东5-9斜2
井，以提高现有抽油机的
利用率。活动40天，该井累
计增油百余吨，达到活动
预期的生产水平。

事实上，不只是青东
采油管理区这么给力，石
油开发中心各单位借着活

动“东风”均取得不错的成
绩。他们将产量运行、开发
管理、成本收盘、安全工作
融为一体。在胜凯采油管
理区，二站副站长贾岩站
在抽油机前，“郑32-P23套
管闸门黄油嘴被油漆覆盖
了 ，宋 强 你 负 责 赶 紧 处
理”、“郑32-P11电加热电
缆都快碰光杆了，屠长春
你负责立即整改”……贾
岩的细法，可是出了名的，
他的工作原则是“向安全
细节要效益”。

在胜科管理区，安全
总监王明理带着班站长专
项整治“三标”，细到每口
油井漏油、水井刺漏情况，
技术运行组核对油井产
量，加密强化资料录取和
注采井组分析，降输差、增
效益；胜发管理区是公司
生产增效主力，主题活动
中他们为公司超计划多产
3300吨奠定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2017年，石
油开发中心工况合理率达
94 . 2%、注水“三率”指标开
井 率 8 2 . 2 % 、注水时率
9 6 . 5 % 、综 合 利 用 率
91 . 8%，新井日增油15吨，
为2018年增产增效升级夯
实基础。

石油开发中心：

高质量发展安全先行

本报1月30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王仕磊) 新年伊始，胜

利油田孤东采油管理六区
注采602站青工赵旭工作
劲头更足了。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一支由10名平均年
龄只有29岁的青年职工组
成的队伍进驻到注采602
站后，让这个站的各项工
作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2017年以来，随着“四
化”设施逐步到位，采油管
理六区离岗、外闯市场等
人员逐渐增多。针对各基
层站人员减少实际，管理
区实施了班组划片、区域
承包模式，优化整合了11
个计量站，涉及人员59人，
对青工队伍情况重新摸
排，组建了专业化班站，提
升了管理质量和效益。

“我们要通过优化配
置，突出个人的劳动价值，
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让每
名员工都创造最大价值，
从而大大提高企业劳动生
产效率，实现企业效益最
大化”，采油管理六区党委
书记赵长戈说，2017年，管
理区故障停机率、设备责
任事故发生率均为零，工
况合格率维持在92%以上，
油井平均检泵周期延长73
天，长寿井数达到86口。

根据工作需要，这个
管理区建立起培养、选拔、
考核、使用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大力开展“一专多
能”队伍建设。每名干部都

要制定本职业务和加强
“四化”运行、“1+2+2考核
办法”等新知识的学习计
划，有效提高素能水平；建
立基层职工培训考核档
案，把考核结果纳入价值
积分管理，调动高级技师、
技师等高技能人才的积极
性，实现传帮带。2017年，
他们组织各类培训2 0余
期，5名员工在采油厂技能
大会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为激发队伍活力，采
油管理六区同步优化管理
考核机制，突出多劳多得，
实现差异性管理，激发了
员工自主管理、自我提升
的内在动力。2017年，有10
余名员工因为能够胜任多
工种操作要求，获得了“一
专多能”季度津贴。

这个管理区定期开展
经济技术指标动态分析，
将对标、追标、创标落实到
日常优化提升过程中。干
部员工过“紧日子”的意识
不断增强，关心关注单井、
岗位成本费用发生情况，
做到了勤俭节约，创新创
效。2017年，管理区注采维
修、常规材料等10余项成
本控制在目标计划内。

采油管理六区经理陈
柏平表示，2018年，管理区
将持续推进优化组织结
构、优化人力资源、优化效
益评价等各项工作，进一
步激发基层活力，确保完
成产量、成本、资源优化、
外部创收等任务。”

孤东采油管理六区：

持续激发基层创效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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