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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赖健 )
近日，山东省抗击台风

抢险救灾工作表扬奖励大
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并对抗击台风“利奇马”抢
险救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其
中，胜利油田胜大分公司
被授予“山东省抗击台风
抢险救灾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据了解，台风“利奇

马”来袭期间，胜大水利公
司组织260多名员工参与
胜利发电厂、河50变、辛四
变、东胜桓台采油管理区、
纯梁高青采油管理区等35
处油田抢险救灾点和广饶
盐场、大码头镇三个自然
村、引黄济青干渠、广饶正
和集团等地方排涝抢险救
援点的救援工作，先后投
入发电机组78台次，安装
调运各类抢险排水泵312
台次，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胜利人的责任和担当。

全力抗击“利奇马”

胜大分公司获省级表彰

纯梁采油厂创新“全维度持续提升法”，培养年轻技术干部

当好“伯乐”，让优秀青年人尽其才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仙 罗亨虎

为新员工当好引路人

近年来，纯梁采油厂新入职
的每一名高校毕业生，都会接受
长达一年的见习管理。实践证
明，纯梁厂实施的“234”培养工
作法，在发挥新员工领路人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所谓“234”培养工
作法，“2”就是为每一名毕业生
安排两个导师，一个是采油厂专
家，负责见习期间的全面指导，
在轮岗见习的每个岗位，采油厂
都会另外指派一名政治素质高、
技术精湛的实践指导老师，手把
手为他们传授技术；“3”就是三
个层面的跟踪培养，见习基层单
位、见习导师、党委组织科分别
从三个方面落实见习计划；“4”
是对毕业生的评价工作，分为毕
业生、见习单位、见习导师、党委
组织科四个方面的评价。通过对
毕业生见习期间的全面评价，肯
定成绩、指出不足，不断优化见
习计划，最终在岗位适应、理论
提升、实践应用等方面得到全面
提升，做到见习期满及可定岗的
见习目标。

在此基础上，采油厂积极落
实高校毕业生三年期发展计划，
深入实施党委联系人才、专家

“导师带徒”等制度，实现人才成
长过程的跟踪培养。

以赛促培为人才搭平台

青年专业技术拉力赛，是纯
梁厂一项贯穿全年的业务竞赛，
比赛由采油厂分管领导和首席
专家组成竞赛领导小组，党委组
织科负责协调厂团委、生产技术
科、QHSE管理科、地质所、工艺
所等六个部门和单位，各专业组
分别选派专业人员组成竞赛运
行小组，负责参赛人员的赛前培
训，竞赛的命题、监考、评判以及

现场运行工作。
竞赛分为采油地质、采油工

程、安全环保、党建四个专业组，
参赛选手涵盖了各基层生产单
位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
责任监督人员及政工人员。

2015年，贾自龙第一次参加
纯梁厂专业技术拉力赛，从第一
季度的理论分析考试、第二季度
专业授课比赛、第三季度业绩述
职竞赛一直到第四季度成果发
布暨年度决赛四个环节的进阶
竞赛，贾子龙收获满满。

在这四个环节中，令贾自龙
感触最深的是，采油厂不但组织
专家为他们量身打造专业课程，
还邀请专家围绕交流沟通能力、
演讲技巧、表达方式方法等方面
进行针对性培训，使技术骨干的
沟通表达能力大幅提高。

此外，纯梁采油厂还组织专
家老师开展文字写作、综合分
析、多媒体制作等内容的培训，
最大程度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为
技术人员的化茧成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像这样周期长、覆盖面广、
比赛形式丰富的活动，对基层专
业技术人员的能力素质是一次
很好的检验和锻炼。”纯梁采油
厂厂长王志杰说，比赛中，采油
厂特别注重挖掘好苗子，并通过
持续关注和专业指导，让基础技
术骨干能够快速锻炼成长，并推
荐他们到油田乃至中石化组织
的更高级别比赛中获奖。

2017年，贾自龙被纯梁采油
厂推荐参加油田“金钥匙”比赛，
一举夺得油田“金钥匙”技术竞
赛采油工程专业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2018年，他又在中石化采
油(气)技术比武中夺得金奖。

通过对人才的持续培养提
升，纯梁厂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
人才，特别是近四年，已经有2人
获得中石化闵恩泽青年科技人
才奖，36人次在中石化技术竞赛
和油田“金钥匙”竞赛中获奖，采
油厂连续四年获得油田“金钥
匙”技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荣誉
称号。

让有为青年更有“位”

近年来，纯梁厂进一步畅通
专业技术人才成长通道，完善专
业技术序列，加大对优秀青年人
才的培养使用力度，让优秀人才
在职位晋升、职称评聘方面实现

“弯道超车”，建立纵向畅通、横
向贯通的人才成长通道。

2011年，26岁的黄文欢被分
配到纯梁采油厂地质研究所方
案室。好学上进的他，被采油厂
推荐至油田参加“名师带高徒”
活动，并促成了他与中国石化高
级专家王端平结成“师徒对子”。

名师的指导使黄文欢迅速
成长，仅五年时间，他就承担完
成了7项局级、5项厂级科研课
题，承担完成了7项局级、5项厂
级科研课题，获得局级奖励4项、
厂级奖励20余项。2017年获得

“胜利青年五四奖章”，并获得
“中石化最美青工称号”，中国石
化闵恩泽青年科技人才奖，2018
年被评为中石化劳动模范，并从
一名责任师成长为地质所所长。

让有为者有位，黄文欢用实
际行动践行“让科技绽放光彩，
让油藏焕发生机”的岗位誓言，
采油厂也兑现了对科技人才的
承诺。

纯梁采油厂党委书记周新
国认为，只要在效益稳产、科技
创新、改革管理上有办法、有实
招，能够做出成绩，该提拔的提
拔、该重用的重用，真正让这部
分干部得实惠、得荣誉、得位子，
促进他们成长成才。

事实上，黄文欢只是纯梁厂
大力提拔使用年轻干部的一个
缩影。近几年，该厂选拔任用80
后正科级干部5人，副科级干部9
人、主管师(主管)11人，采油管理
区毕业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全
部成长为三室一中心或采油班
站副职以上职位。

“下一步，纯梁厂将持续完
善人才成长通道建设，优化采油
厂人才结构，为油田和采油厂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周新国说。

近年来，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通过入
职培养、持续培训、技术竞赛等平台全过程持续培养，使年轻专业技术骨干基础理论素质、技术应用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全维度提升。同时，该厂还加强对优秀年轻技术干部的选拔任用，使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倩 )
近日，2019年海克斯康

公司 PPM 数字化工程
智能工具软件高端研讨会
在京举行。中石化石油工
程设计公司高级工程师林
瑾借助公司精品工程—延
439井区地面集输工程，创
作了具有强烈专业色彩的
锅炉房模块三维模型渲染
作品，得到专家评委一致
认可，荣获2019 年“全球
金阀门”奖。

近年来，通过不断打
磨升级数字化集成设计

系统，石油工程设计公司
在多专业数字化集成设
计、全生命周期数字化交
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并积极探索智能化设计
技术，实现了申报的9项
作品均获得“全球金阀
门”奖。

据了解，石油工程设
计公司作为用户代表，在
讨论会上做了“长输管道
的数字化设计及交付”的
主题演讲，着重讲述了公
司在数字化设计及交付方
面取得的成果，得到参会
嘉宾的高度评价。

近日，胜利油田以环境监测岗位技术规范、方法标准为依据，举办2019年度“金钥匙”环境监测专业竞
赛，进一步强化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质量保证与控制、综合评价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问题处理效能。“将环境监测专业纳入竞赛，尚属油田首次。”技术检测中心环境监
测总站党支部书记李世博说，作为绿色企业创建的主力军，他们初步形成了发展基础坚实、竞争优势突出、
业绩口碑一流的环境监测品牌，提高了油田环境监测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仁鹏 陈超 摄影报道

以以赛赛促促学学提提技技能能

石油工程设计公司：

第九次获“全球金阀门”奖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丁静

关脉凌) 近日，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测井巴州分公司
在3天时间内，先后3次采
用爆松、切割等解卡工艺，
成功解决西北油田重点
井——— 顺北1-23H井高难
度卡钻问题，确保后续施
工高效运行。

在新疆油区，钻井深
度多在5000米以上，新进
入的施工井队卡钻问题时
有发生。市场需求摆在面
前，却鲜有测井公司涉足，
主要原因是复杂的地质条
件下，安全高效“解卡”绝
非易事。加之利薄、风险高
等特点，使不少测井企业
对“解卡”市场望而却步，
但测井巴州分公司却在低
油价时期，瞄准了这个别
人看不上的“小项目”。

他们根据西北工区高
温、高压、超深等特点，组
织技术人员开展超高温高
压小井眼爆松和切割技术
研究，装备8500米高温电
缆绞车，配置耐高温高压
测卡仪、爆炸杆等设备工
具，依托中石化石油工程
西北打捞技术中心，积极
承揽测卡、爆松、切割等

“解卡”业务。

哈山101井，人工井底
3891 . 45米，注灰施工时水
泥固住油管，能否顺利切
割“解卡”是后续试油施工
的关键。测井巴州分公司
技术人员科学分析现场情
况，攻克了油管切割后瞬
间压差和深度控制等多项
施工难题，切割一次成功。

在成功实践的基础
上，巴州测井分公司反复
摸索总结，针对不同地层、
不同泥浆比重、不同型号
钻具、不同井深情况，确定
装药量、悬重提拉和反扭
矩圈数等关键数据，不仅
科学制订了钻具紧扣标
准、爆炸杆组装与测卡注
意事项，还与厂家联合研
制出新型高温爆炸杆，解
决了爆炸筒式爆松工艺堵
塞水眼的技术难题。

技术创新，让测井巴
州分公司与川庆钻井、中
原钻井、西南钻井等多家
公司签订测卡、爆松、切
割战略合作协议，服务范
围也由中石化内部扩展
到中石油和民营企业钻
井市场，先后完成35井次
的测卡、爆松、切割等施
工成功率保持在 9 0 %以
上，为甲方挽回经济损失
近亿元。

测井巴州分公司：

技术创新解决工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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