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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地联合抢险救援，全力应对台风“利奇马”

八面锦旗背后的故事“超暖”
连日来，5家分离移交小区居民代表、2家物业公司负责人、文汇居民事务协调部代表，不约而同地走进

东营区文汇街道办事处，赠送锦旗、表达谢意。原来，“利奇马”来袭期间，文汇街道办事处与胜利油田西城社
会化服务协调中心文汇居民事务协调部提前防御、通力合作、紧急救援，最大程度地保障居民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抢险队员分秒必争、奋力防汛抗灾得到了居民认可与称赞。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静

抗灾救援

油地联手分秒必争

12日下午，眼看着安泰小区
内的积水迟迟没有往下退，已经
连续奋战两天的油建社区书记
兼居委会主任张海峰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

去年台风“温比亚”来袭时，
安泰小区积水严重，因此，张海
峰把这个小区列为今年的防汛
重点，并事先采取了多种防御
措施。无奈于小区地势低洼，排
水速度赶不上倒灌速度快，在

“利奇马”带来持续强降雨时，
安泰小区地面积水深近 8 0 厘
米，地下室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
因积水超过配电设备箱，小区被
迫停电。

13日凌晨，文汇街道办事处
和油田文汇居民事务协调部、应
急救援中心等多支救援力量陆
续进驻安泰小区。通过勘查现场
情况，多支救援队伍形成合力，
共同研究商定应对方案，明确分
工，迅速展开行动。期间，文汇街
道办事处调派了20多人的抢险队
伍和7台抽水泵、2台大型抽水设
备，尽最大努力展开救援。

当天上午8点，各路抢险队员
全力展开强排，他们顾不上全身
湿透的衣服，脚下泡着雨水，从
小区主干道向各个居民地下室
有序展开排水，下午17点左右小
区正常供电，直到13日深夜11点，
安泰小区积水全部排出，居民生
活恢复正常。

像这样油地齐心抢险救灾
的画面在多地出现。12日，针对北
一路(西三路至西四路路段)路面

积水严重等问题，文汇街道办事
处和油田相关单位救援队伍反
复商量排水方案，最终确定将西
三路与北一路十字路口西侧的
积水抽调到东侧排水。

为避免过往车辆被淹，他们
积极协调东营交警直属二大队
一中队实施交通管制；文汇街道
派出40人的应急排、东营区纪委
20多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和文
汇街道办事处商河路消防站10
多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陆续加
入抢险队伍，东营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支援 1台大型柴油抽水水
泵、东营区住建局支援10台小型
抽水水泵……经过油地双方连
续7个小时努力，积水严重的北
一路 (西三路至西四路路段 )恢
复通车。

在此次应对台风的过程中，
文汇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启动
防汛应急工作模式，成立文汇街
道防汛应急突击队，要求街道办
主要领导、村居社区书记24小时
值班，统筹指挥，提前部署，有序
推进防汛排涝工作。油田文汇居
民事务协调部按照上级部署，加
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积极协
调救援力量，为灾情严重的小区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贡献力量。

油地融合共建

居民成最大受益者

随着城区台风救援工作接
近尾声，文汇街道办事处各社区
迅速启动自然灾害理赔工作。据
了解，为减少自然灾害对东营区
居民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东营区
委、区政府把自然灾害损失保险
列为民生实事，居民可根据家中
受灾情况申请理赔，油田居民可
通过房屋所在社区提交受灾资
料。

针对受灾严重的安泰等小
区，文汇街道办事处在排水过程
中，就开始联系保险公司，沟通
受灾理赔事宜，排水完成12小时
内，协调保险公司进驻油建社区
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全面铺开保
险理赔工作，同时，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进家入户提报受灾资料。

今年7月份，为推进“四供一
业”分离移交后的协调对接，胜
利油田改组胜中、胜东、河口、仙
河等9个管理中心，组建了对接驻
地县区政府的6个社会化服务协
调中心和2个社会化服务协调站。
西城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主要
对接东营区政府及其相关接收
单位，承担起协调政府、联系居
民、监督服务的职责，文汇居民
事务协调部则主要对接文汇街
道办事处。

“‘利奇马’是对油地融合的
一次大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经
受住了考验。”文汇居民事务协
调部党委副书记李培胜说。据了
解，文汇居民事务协调部现有12
个协调站，确保居民享受的服务
不打折。其中，青山居民事务协
调站突出“胜利魂、东营人、共融
合、一家亲”的文化理念，联合地
方社区相继举办了感恩母亲节、
欢乐粽子节、青春消夏晚会等文
艺活动，让文化活动成为链接油
地居民的欢乐纽带；荟萃居民事
务协调站则更注重资源共享、经
验的交流，积极学习地方物业网
格化管理经验，为居民提供居家
式贴心的服务……

“油地融合，就是要让居民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文汇街道
党工委书记盖滨说，承接油田小
区后，文汇街道办事处向文汇居
民事务协调部范围内的12个油田
社区派驻了12名社区书记，与油
田职工联合办公，强化联系，共
同提升小区管理水平。

互互利利互互惠惠 合合作作共共赢赢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贾玉涛
代俭科) 日前，胜利油

田2019年首批新增探明储
量通过自然资源部油气储
量评审，共涉及7个油田18
个区块，上报新增探明石
油地质储量3399 . 51万吨。
其中，西部探区火成岩油
藏成为亮点，上报地质储
量2193 . 81万吨。

近年来，为保障国家
能源供给安全，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提出了大力提升
油气勘探开发的“七年行
动计划”发展目标，要求胜
利油田2019年新增探明石
油地质储量4500万吨、“两
个三年”内探明储量逐年
增加。

面对严峻的勘探开发
形势和增储任务，勘探开
发研究院克服困难，严格
按照自然资源部要求，加
大对拟申报探明储量区块
的研究工作力度，重点针
对勘探开发进程、试油试
采方案及测试资料录取等
方面开展储量动态化管
理，力求基础工作扎实、储
量参数可靠，确保基础资
料的完整性和研究工作的
继承性。

今年首批上报的7个油
田分别为春风油田、永安镇
油田、宁海油田、梁家楼油

田、长堤油田、玉皇庙油田
和临盘油田。其中，春风油
田排66区块石炭系火成岩
油藏，是胜利西部探区首次
在该类型油藏中申报的规
模储量，成为本次新增探明
储量中最大的亮点。

本次火成岩油藏探明
储量申报属于对2012年、
2013年、2014年和2017年控
制储量的部分升级，具有
储量规模大、产能好、丰度
高等特点。

岩性难以识别、有效储
层难以确定、裂缝参数难以
计算是制约火成岩油藏储
量升级的难题，针对这些问
题，科研人员运用岩心和分
析化验资料精确标定岩性，
利用常规和特殊测井定量
解释了裂缝参数，同时建立
有效厚度划分标准，对储层
有效厚度进行划分，实现了
储量升级。

据了解，此次申报的
3399 . 51万吨探明储量中，
技术可采储量为369 . 50万
吨，经济可采储量为280 . 96
万吨，从整体而言具有物
性好、产能高、可动性好等
特点。下一步，勘探开发研
究院将加快落实并申报第
二批探明储量，力争早日
完成本年度任务指标，为
油田效益稳产提供优质的
资源基础。

油田2019年首批新增
探明储量通过审查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高爽 )
又是一年升学季。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遏制“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胜利油田纯梁采
油厂纪委采取多项措施，
严防党员干部违规操办

“升学宴”。
6月上旬，纯梁采油厂

纪委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对
有子女参加高考的党员干
部进行全面摸底，建立了
工作台账，并按照职责权
限，由分管领导对其进行
廉洁提醒谈话。与此同时，
纯梁厂纪委整理了近年来
因违规操办“升学宴”受到
处分的典型案例，以党支
部为单位组织集体学习，
并由纪检监督工作小组通
过“每周一提醒”教育平台
在各单位微信工作群中进
行发布。

为强化党员干部红
线意识，纯梁采油厂纪委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严
格遵守廉洁纪律规定，自
觉做到“五不准”，即：不

准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和
有业务往来人员的礼品
礼金、借机敛财；不准动
用公车、公物为私人宴请
服务；不准提前办、代办，
不办宴只收礼金、以聚会
等名义违规操办；不准采
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操办；
不准用公车接送子女入
学、外出游玩。同时，厂纪
委大力提倡文明、节俭、
廉洁的庆贺方式，自觉抵
制各种不良风气。

此外，纯梁采油厂纪
委设立并公布了举报电话
和邮箱，接收职工群众举
报投诉。督促各单位党组
织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对本单位有子女升学
的党员干部进行提醒、教
育和监督；将监督检查违
规操办“升学宴”作为统一
项目，由各单位纪检监督
工作小组结合单位实际分
头组织开展。对顶风违纪、
违规操办“升学宴”的行
为，一经发现，严格追责问
责，一律实名曝光。

纯梁厂严防党员干部

违规操办“升学宴”

近日，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与滨南采油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滨南采油厂所属9家采油管理区
和输油大队、准备大队辖区的管网抢维修动火施工，整体承包给地面工程维修中心。通过深化合作、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将充分发挥专业化队伍的支撑保障优势，有效提高滨南采油厂动火业务质
量和安全环保水平。此次战略合作，既提高了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区域化高效调配、一体化协同运行水平，也
大幅提高市场占有率。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斌 于茂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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