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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赵金刚就面临着各种选择与挑战：曲堤油田开发方式的变革、采油工程管理质
量的突破、青南新型采油管理区建设、机关职能转型等等。正是在与困难过招的过程中，他练就了一身本
领、磨炼出坚韧的毅力、形成了开发与管理的智慧，成为胜利油田鲁明公司青年人身边的榜样，为鲁明公司
高质量发展助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淑梅

扎实科研

助力曲堤开发方式转变
2005年，是赵金刚人生中的

一个转折点，他从一名大学生成
为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的
一名地质技术员。这一年，济北
采油管理区负责的曲堤油田经
过多年高效开发后进入产量递
减期，面临着转变开发方式的新
难题。

是否变弹性开发为注水开
发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济北地质
人员讨论的焦点。虽然注水开发
技术已经成熟，但投资多、见效
晚，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存
在矛盾。

为解决开发难题，他们展开
扎实详尽的地质分析，并且到原
开发单位临盘采油厂逐一搜集
井史资料，蹲守在监测、作业现
场，重新记录井史信息，还通过
临井情况进一步展开论证。

区 块 动 液 面 平 均 下 降
25%—30%，平均单井液量下降
1 0%—2 0%，自然递减率高达
21%……经过一系列扎实的基
础工作，他们明确了曲堤油田持
续高效开发的“路线图”，即加快
编制方案，使曲堤油田于2005年
底全面进入注水开发。

赵金刚秉承着先易后难、能
量下降排序的原则，率先在曲堤
油田最早开发的曲8、曲9区块展
开试验，共布置水井30余口，油
井、水井比例达到1：3，解决了高
部位含水低、低部位含水高的难
题。经过半年的时间，该区块采
油速度由0 . 75%上升至1 . 2%，
产量较原来翻了番，注水开发初
期实现了新突破。

此后的7年间，赵金刚等人

持续推动曲堤油田高质量注水
开发，实现了全部区块的井网优
化与完善，曲堤油田因转型走上
了效益稳产路，更重要的是曲堤
油田的转型发展在全公司内部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给正处在
转型期的其他单位提供了借鉴
意义。赵金刚也因此荣获中石化
油气田开发优秀工作者。

创新思维

提升注采管理质量
2012年，鲁明公司成立了集

注采、集输、科技、技术监督为一
体的生产技术科，赵金刚被调至
该部门承担起注采管理工作，这
意味着他由一名地质技术员成
长为地面工程的管理者。

到新岗位不久，他就发现
了问题：随着注水开发周期延
长，各管理区产量上升明显的
同时，躺井率、作业频次随之明
显上升，维护成本不断增加，这
与油公司效益开发的总体思路
不符。

经过逐一统计分析每个管
理区的躺井原因，赵金刚发现问
题主要集中在油管、抽油杆和泵
等三个方面，其中腐蚀和出砂是
造成躺井的主要原因。结合在基
层的实践经验，赵金刚从技术、
管理一体化的角度创新提出了
控制躺井率的思路，并在原鲁明
滨东采油管理区史112区块开展
控制躺井率探索。

据了解，该区块为低渗透油
藏，不仅井斜大，地层还经常出
现砂卡、堵泵等现象，多口油井
年均作业三次，属于开发难度较
大、问题较突出的区块之一。赵
金刚先后提出了管柱优化方案、
日常维护管理方案、防砂技术配
套措施等系列措施，该区块检泵
周期由118天上升到550天，仅作
业费就节约400余万/年，极大地
推动了区块效益开发。

管放有度
适应生产信息化变革

今年3月，基于扎实的工作
成绩，赵金刚成长为生产运行科
副科长。面临信息化条件下的生
产指挥变革，赵金刚认为，关键
要厘清生产指挥中心与管理区
的职责，合理把握管理与放权的
度。基于此，他和同事经过调研
论证，提出了二级做优增量、三
级做实存量的发展理念，这也拉
开了生产指挥中心变革的序幕。

一口井的全生命周期面临
上百个生产节点和数百个重要
环节，从前大多是各个节点逐一
接力进行，缺乏统一管理的制度
与路径，导致衔接不畅、效率不
高。赵金刚建立了生产链流程管
理模型，他们全面梳理生产全过
程的180个流程节点和270个主
要环节，并从业务流中选取了86
个关键节点建立监督流程，借助
信息化平台对每个节点规定责
任部门、责任人、规划时间，智能
跟踪每个节点的运行周期、运行
质量，对临期节点进行预警、超
期节点进行考核，指挥中心统筹
规范节点运行衔接，短信智能推
送，定期对科室责任节点的运行
效率进行排名公示，实现“从人
控向机控”的转变，管理效率和
质量有效提升。

以厘清职责为保障，以生产
链流程管理为突破，赵金刚继而
从新井建设再发力。今年，在公
司领导带领下，赵金刚组织成立
了集生产、油地、基建、物资、安
全、计划等多科室为一体的新井
项目部，打破部门和专业壁垒，
采用一体化办公模式，实现从背
靠背到面对面运作，真正做实

“油藏、地质、工程设计一体化”
“钻井、作业、地面施工一体化”，
“设计、施工、投资优化一体化”，
以“交钥匙工程”的目标为管理
区提供最为优质的工程项目。

鲁明公司生产运行科副科长赵金刚：

把变革作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高高质质量量施施工工赢赢赞赞誉誉

近日，石油工程建设公司胜利油建公司收到业主方新奥(舟山)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新地能源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发来的表扬信，对该公司在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接收及加注站连接管道项目镇海海堤定向钻
工程中，安全高效完成施工表示祝贺和衷心的感谢。据了解，该海堤定向钻管道穿越地理位置特殊，入土点
在陆地，出土点在海中，受海洋环境气候影响，施工难度较大。施工期间，项目部采取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顺利完成主管线回拖，创造了中石化首条大口径管道陆地对海穿越的施工新纪录。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月 摄影报道

海洋钻井公司：

不拘一格铸人才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付海
龙 ) 今年9月，在首届全
国油气开发专业石油钻井
工职业技能竞赛中，罗泽
民和他的徒弟赢得了个人
铜奖、金牌教练团队两个
奖项，这在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海洋钻井公司历史上
尚属首次。

近年来，海洋钻井公
司牢固树立“培训是公司
的长效投入，是发展的后
劲，是员工的福利”的理
念，在队伍建设方面屡出
实招新招。例如，他们定期
组织提升员工基础管理水
平和技术水平的培训班，
通过专家授课、经验分享、
参观学习、总结提升等方
式使学员开阔眼界，提高
基础管理和风险管控能
力。培训班上的“名师带高
徒”和“专家一线行”等活
动，不仅组织专家跑井驻
井，在一线解决现场实际
问题，还提升岗位员工实
操水平。

为优化人才资源配
置，海洋钻井公司组织公
开竞聘科级岗位7个，副主
任师岗位17个，其中选拔
年轻干部3人，持续改善基
层班子专业、年龄结构，努
力打造专业配套、年龄合
理、接替有序的基层领导
班子，并逐步推广干部竞
聘制度。

作为今年队伍建设的
重头戏，海洋钻井公司在
开展专业技术岗位序列评
聘过程中，重点突出钻、
录、电气、机械等石油工程
主体专业技术领域的职位
设置，使18名同志成功选
聘为主任师、副主任师等
专业技术岗位，有效解决
了人才对职业生涯前景不
明朗、技术人才“挤官路”、
缺乏成长阶梯的矛盾。

海上生产经营管理中
的难题，就是培训工作的
发力方向。在今年的培训
工作中，海洋钻井公司坚
持问题导向，瞄准短板，以

《基层岗位操作手册》为根
本教材，编辑成视频学习
资料，提升员工的熟练操
作能力；为提升本质安全
水平，他们对平台经理、副
经理、海上安全监督、带班
队长、钻井工程师等关键
岗位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助推基础管理和风险管控
应用能力。

今年前11个月，组织
专题培训班49期，培训300
多人次；培训突出国际化知
识、钻井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海洋钻井公司副总
经济师、人力资源科科长任
雅斐认为，通过系列培训，
使学员们达到了提高思想
认识、技能水平提升等目
的，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扎实的人才基础。

热力分公司：

高质量推进外闯项目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永 )
根据胜利油田热力分公

司与东营市供热处达成的
合作协议，71名胜利热力
人走进登州路供热站，承
担起4台70MW、100吨水
煤浆锅炉的运维和环保工
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崔绍
建带领员工严细操作，并
推动优化10余项工艺，构
建起安全、稳定、清洁的供
暖环境。

据了解，登州路供热
站承担着东二路以东、黄
河路以北800万平方米供
暖任务，为所属50个供热
站源源不断提供热源。该
站新投产的70MW、100吨
的水煤炉在全国范围内都
属于较大的供暖设备，具
有清洁环保智能化等特
点，运行控制参数多达200
余个，复杂的工艺流程对
员工的操作水平和责任心
都是不小的考验。

与厂家联系，研究供
暖设备操作规范与流程；
积极联系采用这套设备
的热力企业，展开为期2

个月的专业化学习；根据
甲方需求定员定岗，规范
管 理 制 度 与 操 作 流
程……年初接到任务以
来，崔绍建便带领员工进
入备战状态。

“新设备只有运行起
来才能暴露问题，再通过
整改完善达到更加稳定
的状态。”崔绍建说，供暖
初期，项目部严格按照工
作进度表，对锅炉及附属
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对上
煤系统、除渣除灰系统、
脱硫脱硝系统、水循环系
统等进行注水、打压、单
机调试、冷态联合试运等
工作，并于11月初达到启
运条件。

供暖运行期间，他们
制定应急预案和运行措
施，并实行燃料定额投放，
实现所辖各区域均衡供
暖。同时，加大对锅炉房、
热力站、维修工房的重点
设备、重点区域进行检查，
对所有机泵、换热器等设
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全面诊
断，确保故障隐患早发现、
早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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