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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南厂构建以油藏经营管理为核心的油公司组织体系和运营机制

全面激发改革创效活力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不断转变观念、更新理念，摒弃“管”“治”思维，充分下放权力，用好市场

杠杆，积极构建以油藏经营管理为核心的油公司组织体系和运营机制，全面激发改革创效活力。数据显示，
今年前八个月，该厂累计生产原油126 . 78万吨，实现经营绩效考核利润7 . 54亿元，超进度预算1 . 21亿元。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

勇) 近日，胜利油田滨南
采油厂召开中国石化总
部青年优秀人才基层实
践锻炼启动会，让来滨南
厂实践锻炼的4名总部青
年优才对滨南采油厂有
了一个初步了解，对石油
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根据油田统一安排
部署，4名毕业于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康奈尔大
学的中国石化第一批总
部青年优秀人才，到滨南
采油厂实践锻炼。为确保
每名青年优秀人才在滨
南成长进步、锻炼提升，
该厂制定了涵盖实践锻
炼导师安排、实践锻炼计
划在内的工作方案，坚决
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考核到位、
后勤保障到位。

据了解，为期三个月
的实践锻炼分为安全教
育、了解滨南、跟班实践、
融入滨南四个模块。安全
教育模块，包括集中培训
和现场跟班培训；了解滨
南模块，采取现场参观、
座谈交流、工艺学习等方
式，用3天时间走遍滨南，
感受滨南的优良传统、地
域特点、生产特点和国企
担当；跟班实践模块，采
取采油一线锻炼、专业针
对性锻炼、需求式锻炼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多单
位、多岗位、全方位的实
践锻炼；融入滨南模块，
组织参与滨南文化生活，
感受滨南文化氛围。通过
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真
正实现青年优秀人才学
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
所成，为其未来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中石化青年优秀人才

到滨南采油厂实践锻炼

冬冬防防保保温温早早动动手手

近日，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启动2019年度冬防保温工作，分运行、注采、集输、设备、信息以及后勤保障
六大系统，全面压实责任，确保工作开展到位。相比往年的五大系统，今年，现河采油厂将信息应用系统单
独列出，利用积累的信息化经验和大数据成果，以PCS(生产指挥系统)数据分析为抓手，突出高回压井、站这
一核心，立足低回压运行这一基本点，构建起以多参数异常预警、压力预警为主的预警模块，通过实时监
控、数据对比、组合预警等功能提升冬季运行效率。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孟涛 乔晨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杨静 许庆勇

用好效益指挥棒

前7个月，采油管理三区实现
利润3116万元，超利润314万元，
在9个管理区效益考核中排名第
一。

引导各单位效益场上竞风流
的，是滨南厂完善的“1+2+2”绩效
考核体系，即一个绩效考核办法，
经营绩效和管理绩效两个考核细
则，人力资源和存量资产优化配
置两个配套政策。

面对异常严峻的生产经营形
势，滨南厂根据油田绩效管理机
制，制定完善滨南厂“1+2+2”绩效
考核体系，出台9项考核细则和办
法，全面落实完成基本目标保基
本薪酬、多创效益挣绩效工资的
要求。

新的考核办法彻底打破“重
产量考核、轻利润考核”的传统模
式，将经营效益作为唯一标尺。新
办法实行月度阶段滚动考核，将
经营效益与员工绩效工资完全挂
钩，按单位创效增效额度进行总
量考核，兑现绩效奖励，取消人均
奖励核算办法，让每个单位都成
为利润中心、每个班站都成为创
效单元、每名员工都能创造价值。

机关当好“裁判员”

以往，作业费一旦超支，再想
作业修井，就得逐口井申请、审
批，采油厂控制得很严。现在，油
水井修不修、何时修、怎么修，管
理区有了更大自主权。只需根据
经营需要，算好效益账，自主运行
就可以了，单项费用超支与否不
再那么重要。

“今年，采油厂只给下达了基
本经营目标和产量成本指导计
划，管理区可以自主优化产量结
构，调整费用预算和运行节奏。”
采油管理七区经理赵玉泉介绍，

“钱怎么花、怎么挣，我们有了更
大自主权，可以自主优化各个单
项费用。”

以往，作业费、材料费、电费
等各类成本，由不同的厂机关科
室管控，哪一项超了也不行。另一
方面，管理区承担产量和成本考
核的双重压力，但采油厂对承担
成本考核压力的厂机关科室的考
核，却与管理区产量完成情况没
有完全挂钩，造成单项成本节超
被过分关注，而忽略了“只要算好
账，大投入有大收益”的事实。

基于“一线最清楚降本空间”
等理念，滨南厂制定下发了《做实
三级单位经营自主权实施意见》，
下放油水井措施自主决策权、成
本费用预算自主优化等7项管理
权，做实管理区油藏经营主体责
任，激发基层创新创效活力。

管理七区结合自身实际，引
进外部注汽队伍注汽6口、注氮5
口，注汽干度高于管理区平均注
汽干度7%。此外，与外部作业施
工单位签订承包合同，实施小修
打捞防砂管防砂5口，节约大修费
用45万余元。前7个月，该区实现
经营绩效考核利润1 . 72亿元，超
进度预算2125 . 5万元。

厂机关科室不再做“运动
员”，而是回归到指导监督、纠纷
仲裁等职能上来，做好“裁判员”
和“教练员”，督导基层依法合规
开展业务。

发挥市场化优势

通报、分析全区产液量，是滨
南采油管理四区每天晨会的“必
修课”。

作为油气开发主任师，姚兰
芳时刻关注着产液量变化。“液量
不仅反映原油生产形势，还事关
集输成本的高低。”在姚兰芳看
来，“采油厂实行分阶梯收费办
法，在稳产的前提下降低液量，省
下的可是真金白银。”

高效开发逾50年，滨南厂已
整体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每年
产出的液量越来越多。同时，稠油
开发产生的大量采出水靠稀油注
水消化，增加了稀油油藏的管理
难度。此外，热洗、掺水等工作也
产生一定无效液量，不仅增加了
处理费用，还造成采出水系统长
期高位运行，存在不小风险。

对此，滨南厂按照市场化的
思路，在各采油管理区和集输大
队之间建立内部模拟市场，集输
大队处理各管理区的产液，各管
理区向其付费。

他们秉持“多产液、多收费”
原则，制定《分阶梯液量收费办
法》，引导各区全力降低无效液
量，重点优化稠油转周运行，从源
头上控液稳油，力促注采平衡。

六月份，采油管理四区液量
超计划2616立方米，多支出处理
费3 . 5万元。七月份以来，在稳产
的前提下，该区强化井组动态分
析，加大降低冲次和实行间开的
力度，总液量连续两个月控制在
计划内。通过液量阶梯收费，滨南
厂总液量增减平稳有序，，吨液单
耗下降0 . 16千瓦时。

此外，该厂积极探索与井下
作业等专业化队伍“优质优价”

“优速优价”风险结算模式，使采
油厂提高效益、专业化队伍增加
收入。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滨南
厂实现作业质量“零事故”，作业
占井周期降低0 . 44天、检泵周期
同比延长87天，稀油维护频次同
比下降0 . 01井次/口；滨南作业大
队工作量同比增加28井次。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崔洪

颖 ) “只有自身廉洁清
正，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每周一例会
上，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
修中心党委领导不忘提
醒与会干部要遵规守纪、
从严履职。

“只有坚持提醒在
前、防范在先，在常、细、
实上狠下工夫，让党员干
部人人受教育、处处受熏
陶、时时受鞭策，才能在
存量为零的基础上，力争
增量为零。”地面工程维
修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卢太昌
说，中心成立以来，他们
坚持“逢会必讲、逢事必
谈、逢节必提”，多管齐下
筑牢反腐倡廉防线。

为确保廉洁教育入
脑入心，这个中心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他们
把党章、党规、党纪作为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
组织日常学习的必修内
容，组织党支部开展纪律
建设主题党日活动，引导
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
和自律意识，严守纪律规
矩底线。采取专项培训、
网络学习等方式，组织党
员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
全方位、多渠道学廉洁知
识，并通过微信、短信及
时推送纪律法规、教育提
醒等内容，不断增强廉洁
教育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在抓“关键少数”方

面，他们邀请培训中心(党
校)教授为新提拔科级及
专业技术干部开展专题
廉洁培训，并组织参观廉
政教育基地，让大家深刻
反思违法违纪问题产生
的原因和危害，做到自我
警醒、共同倡廉；按照“提
拔任职必谈、岗位调整必
谈、日常提醒必谈、发现
异常必谈”的原则，开展

“上门”廉洁谈话近40次，
教育党员干部干干净净
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各类节日是“四风”
问题易发多发的敏感期。
这个中心坚持“逢节必
提”，为党员干部打好廉
洁“预防针”。他们组织干
部员工深入学习《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石化职工处分规定等，
重申劳动纪律；为党员干
部送出以“举办一次作风
建设微课堂学习、每天推
送一条微信提醒、与三级
班子开展一次节前廉洁
谈话、领导干部开展一次
廉洁自查”为内容的廉洁
教育“礼包”，使遵规守
纪、依法履职执行制度成
为干部员工的行为自觉。

上行下效。在孤岛维
修大队，领导班子实行结
对承包，以“面对面，上门
式”的谈话方式深入岗位
开展形势宣传教育、提醒
谈话和动态跟踪，使党员
干部时刻绷紧党风廉政
建设这根弦，营造好风清
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廉洁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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