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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为满足老油田因浅层高矿化度水腐蚀、层位不断变换等原因造成的浅层套管漏失井、高含
水层需封堵炮眼井逐年增多的需求，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从优化堵剂配方和施工工艺等方面着手，优选无
机复合胶凝堵剂体系，配套定点封堵工艺技术，重点解决常规封堵有效期短、成功率低、驻留性差、污染油
层等问题。同时，他们强化现场跟踪，实时优化施工过程参数，有效改善了封堵实施效果。据统计，今年前11
个月，该厂累计实施浅层套漏封堵、炮眼封堵17井次，一次成功率达76 . 5%。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超君 张欣 摄影报道

高高效效封封堵堵显显实实效效

在抓基层建设方面，
该公司首先进行的改革就
是深度融合，完善组织架
构。遵循压减职能部门，增
加创效单元的原则，他们
形成三个管理室，五个项
目部的新架构，以此提高
工作效率，向价值创造聚
焦。

在抓实基层党建的过
程中，领导干部签订“一岗
双责”责任书，持续强化新
形势下党风廉洁建设。严
格执行公司重大事项议事
决策制度，公司重大决策
支委参与讨论，实现行政

领导和党政领导的高度融
合，避免党建业务“两张
皮”。党建工作为业务开展
注入了红色基因，提供了
内生动力。

该公司编制了《胜利
房开党支部日常工作表
单》，将党建任务细化到每
个时间节点，并逐一对照
执行。规范开展党支部三
会一课，开展形式多样的3
+X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规
范的组织生活，党员模范
先锋作用进一步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
增强。

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加快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狠抓质量管理、细节处践行责任，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大质量格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建领

管理上精雕细琢

夯实强基固本的基石

今年9月1日，地面工程维修
中心收到了中国船级社质量认
证公司发来的《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成为胜利油田15支专
业化队伍中最早拿到质量认证
的单位。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党委常
委、副经理唐亮田将其称之为一
份珍贵的“礼物”。毕竟，这是对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成立一年多
来严谨编纂质量管理体系、全员
贯彻质量管理的认可。

在胜利油田实施专业化改
革前，各维修大队属于采油厂的
生产辅助保障单位，没有形成统
一、规范的油水气管网维修施工
质量标准。原质量管理体系虽然
对施工流程、施工标准等规范提
出明确要求，但未形成施工过程
中对质量的闭环式管理。

因此，自去年成立以来，地
面工程维修中心就明确了“每一
道焊口都是承诺，每一项施工都
是责任”的质量方针，逐步编纂
完善《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标准体
系》《地面工程维修中心质量管
理体系管理手册》，从工程施工、
油水泵修理到土方作业、机加工
等各项业务，从操作标准、操作
规范到事前准备、施工注意事
项、施工后效果等各个流程，梳
理出一份操作性强、科学合理的
员工行为准则与“标尺”，为质量
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全员贯彻落实质量管理
的过程中，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各
单位的创新做法接连涌现，责任
岗号就是其中之一。据了解，他
们为在职的每一名电焊工编制
了责任岗号,要求每名电焊工在
完成一道管线的焊接后,在焊缝
旁印上自己的钢制工号,以此实
现焊口质量和岗位责任的可追
溯、可追究,促进维修服务质量全

面提升。

服务上未雨绸缪

打开合作共赢局面

今年年初,现河维修大队与
现河采油厂签署合作协议,对现
河油区60多公里、213条管线实
施超前维保。实施“业务大包”以
来，他们将该厂管线分为单井管
线、外输管线、跨沟渠管线三类，
采用管线破损层检测技术和超
声波导波检测技术全方位检测，
将检测结果归纳为轻度、中度、
重度三级，根据“轻重缓急”逐一
修复管理。一年来，他们发现隐
患点400余处，不停产超前修复
335处，极大地提高采油时率、减
少环保隐患，得到了甲方认可。

今年，滨南维修大队瞄准甲
方需求，与滨南采油厂多家管理
区签署了“保姆式”的“小包”服
务，对各区柱塞泵设备提供定期
上门服务，从巡检、保养维护到
信息档案，实施一泵一策“保姆
式”跟踪服务。一年来，该厂设备
运转时率、泵效均提高。

现河、滨南维修大队的做法
是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维修方式变
革的具体体现。为了更好地打开
创效局面，该中心瞄准甲方需求，
立足服务质量再提升，创新“合作
大包”、“合作小包”等模式，以超
前维保代替应急抢修，以精细管
理减少维修频次，转变了应急抢
险的被动局面，实现合作共赢。

今年，他们还先后与鲁胜公
司、滨南采油厂、河口采油厂签
订了“业务大包”协议，承揽起三
个单位全部的动火工作量。

技术上精益求精

打造胜利维修特色优势

今年10月，滨南维修大队对
滨南采油厂腐蚀严重的滨七联
至滨一站φ426mm采出水干线进
行加强堵漏施工。此段污水干线
运行多年，由于长期腐蚀造成各
种损伤和泄露,但更换新管线工
程量庞大，施工时间长，而且存
在安全和环保风险。碳纤维修复

补强技术的优越性在此得以全
面体现。

新技术在修复过程中不用
停产、不用管道放空、不用切割
管道、不用焊接管道，全面实现
了不停产、不动火带压修复加强
堵漏，不仅节省了施工人力、节
约了维修成本，同时提高了施工
的安全性、稳定性，由此备受甲
方青睐，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
果。今年，该大队利用碳纤维修
复补强新工艺，减少动火70次。

去年，现河维修大队承揽了
现河采油厂乐安联合站5000方
储油罐罐底更换工作。与众不同
的是，除了常规的人工焊接外，
地 面 维 修 中 心 引 进 的 新 机
具——— 自动焊机首次试用，展示
出智能化设备的突出优势。

“电动焊机工作效率相当于
人工的3倍，焊接技术与质量比
人工更稳定，成为了人工焊接的
重要辅助力量。”现河维修大队
大队长说，随着新技术、新工艺、
新机具的应用推广，现在他们更
有信心承接高难度、严要求的新
工作，拓宽了创效的全新领域、
新业务。

新技术新工艺新机具的推
广实施仅是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创新引入众多新技术的缩影。一
年以来，该中心综合运用联合创
新、自主创新等手段，应用推广
碳纤维管道防腐加强技术等7项
成熟的新技术，培育形成独具特
色的一流技术，在提升维修科技
含量、提高维修质量的同时，为
油区生产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我们将围绕生产、工艺等
方面的技术难点，加强与科研院
校、同类企业沟通，加快重大核
心技术攻关，加大成熟技术推广
应用力度，进一步完善中心的

‘拳头’产品，提升核心技术竞争
力。”唐亮田说，下一步，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将从强化质量管理
出发，根据老旧机具设备三年更
新计划，力争到2021年，实现主
要设备大幅更新，各大队设备均
衡利用，让“维修服务一流、机具
设备一流、焊接技术一流”推动
中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年多来，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将质量管理作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制定并严格执行
“每一道焊口都是承诺，每一项施工都是责任”的质量方针，他们立足发展的瓶颈问题，全面严细规范质量
管理的体系构架，并通过机具设备转型、焊接技术进步、维修方式变革，打造出发展的技术优势、超前的服
务思维、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大质量格局，不仅体现出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的责任与担
当，更打开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专业是立身之本，胜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与策划公司、设计院等
专业化公司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不断提升项目
策划研发能力，实施产品
领先策略，打造市场认同、
效益显著的优质产品。

近年来，胜利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
设的朗润春天、逸水源、胜
建花苑西苑项目实现在了
区域内售价高、去化速度
快的佳绩，得到了市场充
分认可。胜建花苑东苑项
目户型配置合理，尚未开
盘已吸引大量客户来访。

为了支撑主业发展，
该公司聚焦业务技能提
升，通过专家授课和各班
组内训等形式，不断强化
内外结合、实用高效、覆盖
全员的培训效能。对标先
进，向国内知名的房地产
公司如绿城、恒大、碧桂园
等学习，找差距，补不足，

在经营管理、产品定位、户
型设计、营销策划、进度控
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
客户维护、品牌塑造等方
面提升团队专业化水平。

对外开拓市场，对内
苦练内功。近年来，胜利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累
计为油田开发建设经济适
用房、限价商品房近100万
平米；开发建设汇鑫园、逸
翠园、丽水园、阳光水韵、
锦绣龙轩、朗润春天、逸水
园、胜建花苑等商品住宅
项目50余万平房子；开发
建设胜建大厦、商河路步
行街等商业地产项目13余
万平方米，具备年开发50
万平方米以上项目的能
力。

事实上，正是一个个
精品项目的实施，为胜利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积累下来良好的行业口
碑，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提升专业素质 赢得市场口碑

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现为胜
利油田房产管理维修中心下属单位，业务涵盖前期策划、
设计研发、工程建设、市场营销等房地产开发全业务链。近
年来，他们持续强化“三基”建设，聚焦价值创造，努力打造
具备独有创新技术、独到管理模式和独特品牌优势的“基
层综合型示范工程”单位，蓄力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姚超

抓实基层党建 筑牢战斗堡垒

为了强化基础管理，
该公司根据调整后的全新
组织架构，以岗位职责、业
务流程为重点，梳理完善

《基础管理手册》，使之更
加贴合胜利房开高质量专
业化可持续化发展的需
要。

严格执行《房产维修中
心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坚
持“先审批、后签约，先签
约、后实施”的原则，杜绝应
签未签、合同倒签、符合上
线条件但线下签约、合同拆
分、违规分包、不按照约定
条款履行合同等行为，针
对10万元以下的支出类经
济业务立项审批，制定《胜
利房开签订合同立项申请
表》，合同合规率100%。

着重抓好设计变更、
现场签证、材料招投标、财
务报销等流程运行，建立

实施“项目测算、全面预
算、过程核算、总结决算、
限额设计管控、资金管控、
招采管控、存货管控”的

“四算四控”项目成本管理
管控体系。

在绩效考核方面，公
司本着“激发员工创新创
效主动性”的出发点，修订
完善胜利房开绩效考核办
法。经过一年的探索，逐步
形成了以进度、QHSSE、成
本、收入与回款、出勤率、
存量变现为主要量化考核
指标的考核办法。通过持
续完善计划管理、绩效考
核、执行力建设三位一体
的管理平台，公司实现了
贡献与绩效分配相匹配，
付出与收获相对等，员工
创新创效内生动力充分激
发，全员创效增效格局初
步形成。

优化绩效考核 强化基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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