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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标杆当标准，把示范变规范
现河采油厂3000多处注采井站全面实现标准化建设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孟涛 王常玲

创新模式

“三标”推进出实招
6月20日，闷热的天气让户外

作业感到乏力，稍微一动便汗流
浃背。在郝现采油管理区河148采
油站分管的河31-130井现场，河
111采油站的干部员工正在忙碌
于“三标”提升工作。

兄弟班站上门“踢馆”，自己
还得掏腰包“付账”，这源于郝现
管理区首创的“班站业务承揽”激
励模式：在完成本站工作量的前
提下，鼓励优先完成任务的班站
到工作量较大、进度较慢的班站

“抢活”，经过管理区业务部门核
实后，以绩效工资流转等方式奖
励相应班站。

除了郝现管理区，各单位也
都纷纷亮实招、下实功、办实事，
通过领导承包、青年突击队、党
员先锋队、机关干部跟班劳动、
动员会战等各类方式开展“三
标”工作。

早在今年4月，现河采油厂
就开展了“奋战七十天、井站全
达标”主题活动，由注采管理、生
产、设备、安全、综治、工农等部
门联动，实施以“三对照”“三对
标”“三考核”为内容的“333”工
作法，对照治理前后、先进标准
以及日常节点，对标油田先进、
厂内标杆及区内典范，进行厂、
区、站三级排名考核，推进“三
标”工作落到实处。

干净的井场、齐整的围堰、清
晰的标识，史3-12-斜121井作为
史南采油管理区油井“三标”示范
现场，迎来其他注采站员工的学
习参观。“把规范从纸上搬到现
场，打造出让员工看得见、摸得着
的‘长板’，才能更好对标追标实

现全面提升。”生产技术科副科长
李平平说。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各单
位的共同努力下，现河厂于6月24
日提前实现了注采现场全面达标
的目标。

四不两直

互查验收重实效
6月12日，河4-38井现场由于

界碑歪斜，且井场边界处有杂草，
在史127采油管理区的预验收中
被判定为不达标现场，该站的干
部和机关承包人均被处以200元
罚款，并责令限期整改，而这个问
题是被兄弟站的副站长查出的。
互查验收、连带考核、同奖同罚，
在6月上旬，史127管理区就提前
开始了内部验收。

不仅是史127管理区，现河厂
各采油管理区、集输大队自觉加
压，在采油厂整体部署的基础上，
倒排工期，提前完成“三标”达标
工作，并开展站与站之间的互查
验收。

互查验收并非基层单位的专
利，自6月19日起，由厂生产技术
科相关人员与各单位的“三标”负
责人组成的验收小组，以“四不两
直”的方式来到各单位进行相互
验收，重点关注整改难度大、反馈
不及时、刚刚完成作业施工的油
水井现场。

在现场验收前，采油厂已通
过视频监控验收现场2766处，通
过“三标问题销项管理平台”销项
整改728处，依据“井场界限清晰、
干净整洁”、“井口设施规范、设备
运行正常”、“计量间、配水间流程
规范、仪器仪表灵活完好”等三大
项七小项原则进行验收。对于不
达标现场，由生产技术科提供相
应支持，责令在三日内完成整改。

“验收只是手段，”现河厂副
厂长张丁涌说，“我们的目的是通
过全面消除现场三标短板、盲点、

漏项，构建三标管理的长效机制，
把注采现场的基础工作做实、做
好。”

目标升级

把标杆当作标准
在本次验收中，本应一视同

仁对待的现场中出现了37个“特
例”，这是由各单位推选出的标杆
现场，不仅要以三大项七小项的
标准验收，还要通过《分公司油气
水井‘三标’检查考核细则》进行
赋分排名。37个标杆站中将会评
选出一名标准最高的“冠军”，并
以此为模板推广、复制到全厂所
有井站，推进所有现场都达到最
高标准。

“把标杆当标准，把示范变规
范。通过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把
三标建设的高峰变为高原。”张丁
涌认为，“三标”工作不能止步于
达标，更标准、规范的现场，可以
有效保障安全施工和绿色生产。

验收完毕，全部达标，这对基
层班站来说只是一个开始。6月27
日，草西管理区草85站站长李勇
带领员工到已完成验收的现场除
草，“雨后杂草生长的很快，作为
标杆站的负责人，就要有打持久
战的准备，随时保持现场三标高
水平。”

时刻保持高标准绝非易事，
通过验收后，草东管理区并没有
丝毫放松，结合管理区实际制定
了“一周一主题”的专项治理活
动，针对抽油机设备、走向标识、
围堰界沟等问题进行反复规范、
提升，确保“三标”管理水平不滑
坡。

近日，现河厂正在紧张筹备
“注采井站全面达标”现场会，参
观学习评选出的最优标杆现场。

“我们将会把三标建设坚持下去，
突出季节特点，提升注采现场的
基础管理水平，筑牢采油厂高质
量发展的根基。”张丁涌说。

典型就是旗帜

感动就是力量
胜采厂王友忠获“感动石化”人物

通讯员 朱克民 史忠华

员工幸福团队和谐

就是最大的满足
“你曾经和那么多人

共事过，你都能做到与他
们那么熟悉吗？他们的妻
子 叫 什 么 ，孩 子 叫 什
么……”“都能做到 !”面对
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的
提问，王友忠毫未思索。

“当你的员工要退休
的时候，你怎么跟他做工
作？你队上女员工不少，她
们有小心思、小问题的话，
你能发现吗？”敬一丹继续
问道。

操着一口浓浓的山东
家乡话，王友忠侃侃而谈：

“员工要退休的时候，会有
所失落、有很多不舍，我会
针对性地做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为自己多年来的贡
献而自豪，有好的活动也
会邀请他们参加。”“员工
心里有事情，脸上是掩饰
不了的。通勤班车上，最后
一个座位是我的，凭着20
多年的思想工作经验，我
上车来回看上几眼，就基
本能看出来他们有没有心
事。”

“青年员工入职时，你
如何进行培训教育？”“我
的班站，是胜利油田最小
的细胞。对于新入职员工，
油田已经有专职机构和人
员给他们进行很好的淬火
了。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
加码，告诉他们，必须要把
岗位当阵地来守，把工作
当专业来干，把工友当亲
人来待。我会尽快让员工
融入队伍中，形成强大合
力，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有
什么困难，我们的团队都
能战胜。”

“心里有人，眼里有发
现，管理有办法，所以团队
才有活力。”敬一丹发自内
心感慨。

观众席上，王友忠的
妻子陈海英一直注视着台
上。“那一霎，我就突然想
起那年他做手术，连续烧
了好几天，醒过来的第一
句话是，要是我不在了，我
的工作可咋办啊!他们的入
党申请书还在我抽屉里

呢，别耽误了人家孩子的
前程。”陈海英说，“这些年
来，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
上。对他来说，工作上的事
就是天大的事。在他心里，
员工幸福、团队和谐就是
最大的满足。

不断开拓创造

在发展中创新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胜利石油管理
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
代表孔凡群现场观看了节
目。他说：“获奖者的事迹
感人至深、精神催人奋进。
他们是中国石化35年来优
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新
时代石化人精神风貌和责
任担当真实写照，我们为
拥有这样的员工和团队感
到骄傲和自豪。”

“典型就是旗帜，感动
就是力量。我们将以他们
为榜样，大力宣传他们的
先进事迹、践行他们的实
干精神，在油田形成人人
学习典型、崇尚典型、争当
典型的浓厚氛围。我们将带
领员工群众，落实好‘重规
范、讲风范、做示范’要求，
积极投身‘四大革命’、努力
跨越‘四大关口’，在勘探上
实现新突破，在开发上实现
高效益，努力在上游扭亏脱
困中走在前列、在老油田高
质量发展中作出表率，为中
国石化建设世界一流能源
化工公司贡献胜利力量。”
孔凡群说。

王友忠说：“这份崇高
的荣誉，既是对我个人的
一种肯定与褒奖，也是对
集团公司广大党支部书记
的鼓励与鞭策，更是集团
公司党组对基层党建工作
的重视与期盼。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将做不知疲倦
的开拓者，永不停息的创
造者，孜孜以求的追求者，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坚守好组织交给我
的‘阵地’，真正把党支部
打造成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
难的堡垒，在中国石化打
造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的征程中，建强堡垒争当
先锋，让党旗在阵地上高
高飘扬!”

“三标”工作是油田注采井站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生产现场安全生产、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操作。作
为地处东营中心城区的一家老采油厂，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克服油区面积广、现场情况复杂等全面完成“三
标”建设的不利因素，不等不靠、积极行动、主动作为，通过推行“333”工作法，增强对标、追标、创标意识，从现
场管理的盲点、漏点、薄弱点入手，打造长板、消灭短板。截止6月底前，通过“三标问题销项管理平台”、“四化”
视频监控以及现场随机抽查等方式的全面检查，现河厂3000多处油水井现场、计量间、配水间实现了全面达
标，提前完成油田下达的目标任务。

7月12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举办“中国石化成立35周
年·感动石化特别节目”，表彰为中国石化改革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的优秀人物和团队，来自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
的王友忠获“感动石化”人物。虽然奋战在不同岗位和业
务领域，但获奖人物和团队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对石化精
神的传承，对央企责任的担当，激励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盐盐222222区区块块获获工工业业油油流流

7月23日生产数据显示，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在盐222区块部署的13口油井已完成9口井29段压裂施工，
其中5口油井喜获工业油流，日产油29吨，2口油井正在放喷求产。据了解，盐222区块是胜利油田低品位油藏
中优选甜点，以50美元/桶平衡油价倒逼开发成本，设计地上井间距离5米，地下井组间距离50米，有效覆盖盐
222块储量规模，实现了区块井网布局最优，单井经济控制储量最大化。图为盐222区块南部6口油井压裂完
毕，迅速转战区块北部推进第7口油井压裂。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鹏超 田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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