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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和深化改革、扭亏脱困的艰巨任务，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从
盘活人力资源入手，加大从严管理力度，不断提升管理效益和发展质量。在刚刚公布的工程公司一季度排名
中，测井公司获得综合排名和“比学赶帮超”评比综合指标两个第一的好成绩。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丁静

员工向一线流动
队伍创效能力提升

人员结构不平衡，是测井公
司用工中一直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一线小队人员老化、缺
员严重，一方面后勤、辅助单位
体量大、人力资源相对富余。尤
其是低油价寒冬期以来，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残酷的生存形式，让
人员结构不均衡、不适应改革发
展等问题更加明显。

如何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引导员工向一线岗
位流动，从而盘活人力资源，使
人员结构优化，从而实现效益最
大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相继出台

《测井公司“三定”工作运行安
排》《测井公司2018年绩效考核
方案》等办法，科学划分业务类
别，让主、辅业务权责更加明晰；
按照“公司——— 基层队”两级组
织架构，科学配置一线和后勤、
辅助岗位，构建起了适应低油价
寒冬期形势的人力资源新模式。

测井公司还创新考核机制，
将经营效益与员工绩效工资完
全挂钩，实现目标保基本薪酬、
多创效益挣绩效工资。在此基础
上，继续加大对一线岗位的倾斜
力度，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杠杆
激励作用和导向作用，鼓励后勤
服务和辅助生产单位的富余人
员向生产一线缺员单位流动。观
念的转变和政策的激励，让越来
越多干部员工主动选择到一线
岗位工作。

杨卫东是勘探测井工程部
一名小车司机，测井公司机构调
整方案出台后，他做通家人的工
作，报名来到南方项目部工作。

“到一线工作，自己的工资待遇
提高了，也帮助工程部解决了实
际困难，真是一举两得。” 杨卫
东说。

自公司人力资源优化以来，

测井公司已有38名机关后勤人
员转岗到一线，有效缓解了小队
人员短缺的矛盾，提升了队伍整
体创效能力。

打破内部制度围墙
人员根据需求流动

今年2月，开发测井工程部
测井6队整建制赴新疆支援巴州
测井分公司生产。“去年，测井10
队已经赴疆增援，这次我们也一
定要把任务完成好，树立起好口
碑！”提起这次内部劳务输出项
目，测井6队队长魏存生信心十
足。

去年以来，针对西北工区工
作量持续高位运转的实际情况，
测井公司打破内部制度围墙和
单位间的壁垒，根据市场需要和
业务布局，优化、调整施工队伍
和人员配备，给需要人手的岗位
补位，既保证到手的工作量不丢
失，又提升了人力资源运行效
率，实现了均衡生产。

尝到内部人员优化甜头的，
不仅仅是开发测井工程部。今
年，测井公司针对新疆市场非常
规射孔技术需求，组建新疆非常
规技术服务项目组，在公司范围
内优选素质高、能力强的员工开
展技术输出。生产测井工程部了
解到非常规射孔工程部因该项
目一线缺员的情况，及时进行沟
通补位，目前已向涪陵工区输送
技术人员17人。

除了在各基层单位之间开
展人力资源优化流动，测井公司
还积极推行“大岗位、大班组”建
设，着力打破内部制度的围墙，
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和效率。
常规射孔工程部将地面仪修、资
料校深、井下工具维修、射孔配
件维修及发放等四个班组合并
为射孔工艺组，出台全新的岗位
职责，制订了工程部管理人员综
合承包细则和考核标准，解决了
以往“岗位划分太细、岗多人少、
关键岗位缺员”的问题。截至目
前，常规射孔工程部已通过“大
岗位、大班组”建设，优化整合46
人，“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

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奖惩
有依据”成为干部员工的普遍共
识。

挖掘人力资源潜力
输出高端技术人才

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刘福宽，
如今有一个新身份——— 测井公
司财务共享中心业务承揽团队
负责人。离开稳定的工作岗位，
选择到新的环境重头再来，刘福
宽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难得
的经历。他认为：“观念一转天地
宽，只要能创效就是好岗位。”如
今，他带领的财务共享中心业务
承揽团队已经通过培训考试，正
式开始业务办理，预计年创效
300万元。

除培训选拔50多人参加中
石化财务共享中心业务承揽项
目外，测井公司还积极发挥人才
密集、技术高端的独有优势，深
入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将其
转化为创新创效优势。

公司加强与中石油克拉玛
依测井公司等兄弟单位间交流
合作的同时，针对市场需求和公
司实际，将以往整队整建制闯市
场模式，改为高端技术人才输出
模式，选派掌握泵送桥塞射孔、
高温高压小井眼测井、声波远探
测等技术的高端人才外闯市场
创效，截至目前，已输出26人次，
预计年创效800余万元。公司还
先后向西北油田分公司、上海油
气分公司、延长油田、西部瑞普
等外部市场输出行管、现场监督
等高端管理人才11人次，人均创
效近10万元。

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
进用工结构调整，测井公司通过
观念引导和形势任务教育，让员
工在思想上“活起来”；通过“技
术+管理+劳务”等输出方式，让
员工“走出去”；持续完善绩效考
核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让员工
岗位创效“动起来”。截至目前，
测井公司已有40余名员工转岗
到一线，90余名员工走出去承揽
外部业务，30余名员工实现了跨
岗位(单位)流动。

测井公司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创效能力和发展质量

外闯市场走出去，岗位创效动起来

近日，胜利油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历时175小时，横跨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区，成功将上海海洋局勘探
六号平台就位渤中19-4工区。据了解，拖带作业时值雷雨大风频发季节，胜利292船接到生产任务后认真组织
航前会议，对航线、风险点进行研究，对船舶设备特别是拖带设备、助航设备以及救生设备进行仔细检查和
试验。拖航过程中，面对7-8级的东北风和海面3-4米涌浪，拖航小组及时探明前方情况，特别是在船舶交汇
复杂区域及时发放航行安全信息，全力保障安全高效完成施工。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舰亭 焦海涛 摄影报道

跨跨海海域域高高效效移移就就位位

全员抓环保

人人讲清洁

“公司每年的第一个
大型会议，一定是HSE工
作 会 议 ，下 发 的 一 号 文
件，一定也是有关HSE工
作的。”该公司分管HSE
工作的党委常委、副经理
杨玉精说。两个第一，说
明公司把HSE工作当做
重中之重来抓。他们通过
下发《海洋钻井公司HSE
工作要点》，并分别与钻
井平台、后勤单位和机关
及 直 属 科 级 干 部 签 订

《HSE考核指标责任书》，
分解下达环保管理指标
和污染减排控制指标。制
定完善了《海洋钻井平台
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海
洋钻井公司安全环保禁
令》等多项环保规定，将

“清洁生产”理念融入到
海上生产与管理中。利用
员工大会、专题培训、环
保讲座等形式，组织员工
学习环保科普知识和法
律法规，牢固树立“海洋
环保无小事、海洋环保意
深远”的思想，构筑起“全
员抓环保，人人讲清洁”
的管理理念。

在该公司的海上钻
井平台上，不同位置都装
有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
头对平台的安全和清洁
生产情况进行360°无死
角全天候监控。他们还严
格落实环保责任制，每个
平台都由公司委派HSE
监 督 驻 守 ，实 施 异 体 监
督，对平台环保责任制的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督 查 、评
审，并及时填写海上防污
月报。施工中，在每一口
井 开 工 前 ，平 台 经 理 和
HSE监督均会及时与甲
方 、第 三 方 进 行 环 保 交
接，本着“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划分环保责任，
并提前制定具体的应急
预案和防污染措施。对平
台所有设备、管线进行拉
网式检查，对跑、冒、滴、
漏现象及时清理，对清洗
丝扣、甲板等作业，都严
格按照无污染作业施工
标 准 和 要 求 操 作 。施 工
中，认真分析井史和施工

方案，进行污染风险评估
和 危 害 识 别 。作 业 完 井
后，严格落实不达标泥浆
及油污的回收制度，切实
做到“完工、料净、场地
清”，确保不造成任何环
境污染。

新技术助力清洁生产

环保资金投入不含糊

在清洁生产中，他们
积极推行新技术、新工艺
的 研 究 和 应 用 。十 多 年
前，他们就与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合作开发的“海
洋钻井废弃液污染治理
与控制及保护储层新技
术”，在国内首次建立了

“绿色”海洋钻井液评价
方法及储层损害“多要素
融合”定量预测法，定量
预测准确率达到 9 0 %以
上，并研制三种保护储层
绿色新材料和八种绿色
系列处理剂，该技术替代
了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岩
屑回注”法，实现海洋钻
井废弃物的随钻处理，废
弃油基钻井液油回收率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针对
泥浆污染海水问题，与高
等院校和科研单位联合
攻关，研制成功“绿色”环
保海水泥浆体系，获得国
家海洋局的无毒泥浆证
书，在与国外某公司合作
的高难度的探井中，被甲
方称为完全是国际先进
技术的翻版。

他们在环保资金投
入上不含糊，不打折扣，
每年都将环保投入列入
专项资金计划，纳入年度
预算。该公司所属的10座
钻井平台，全部配齐污水
处理系统，每天耗资近万
元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
转，还委托烟台环境监测
中心站每月对平台处理
后的生活污水进行抽样
检测，平台所有的生活废
水经收集进入该处理器
处理后达标排放入海。对
固体废弃物的回收，投入
近百万元定做了专门的
垃圾回收箱，对生活、工
业垃圾实行分类管理，全
部进行回收，并每年投资
近7 0万元运回陆地进行
无害化处理。

绿色清洁生产

呵护碧海蓝天
海洋钻井公司多措并举保护生态

中国石化胜利工程公司海洋钻井公司胜利九号钻
井平台HSE(健康、安全和环境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监
督唐洪新在将垃圾回收信息通过网络传输给接收单位
后，又通过电话再仔细落实一次，这是该公司对海上钻
井平台固体废弃物进行回收的一道重要程序。在近40年
的时间里，他们坚持推行绿色清洁生产，精心呵护碧海
蓝天，连续多年获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海洋环境保护
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柴德友 孙龙发


	M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