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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晚11时40分，风越来越大，
雪片越来越密，在灯光照射下，随风斜
刺里向下俯冲。公共事业服务中心锦
苑服务部张艳和胡丽娟跟带班干部一
起，刚刚把路面的雪清扫了一遍，没多
大工夫又被不停的雪覆盖。

虽是深夜，锦苑小区一区西门的
车还是进进出出不断，张艳和胡丽娟
顶着风雪为每辆车登记信息，为驾乘
人员测体温，指挥车辆安全进入小区。
她们深知雪虽大，但保护居民生命安
全的责任更大。

雨雪给小区封闭管理、卫生消杀、
路面清扫等工作带来了困难。15日凌
晨5点，该中心所辖各小区全面开始积
雪清扫工作。在保证小区垃圾及时清

理的基础上，对小区主干道、单元楼门
口进行全面清扫，清除路面薄冰，同时
做好卫生消杀工作，为居民安全出行
提供保障。

肆虐的风雪仿佛试图在疫情防控
线上撕开一道口子。在马场高速路口
东300米垦西检查站，河口社会化服务
协调中心孤岛第一医疗卫生服务站党
支部书记胡英、副主任张福利主动带
班上阵，坚守岗位。从下午2时到晚10
时，她们在雨雪中奋战了八个小时，直
到交班的时候才发现，裤腿已被车轮
甩溅的满是泥水，生疼的脸颊原来早
已被冰雪磨破了表皮。

在港区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部
分员工劳务输出到市政管养站，承担

着仙河镇辖区21条主干道路、垃圾外
运和小区围栏外的公共场所环境卫生
业务。清晨6时，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身
穿橙色工衣、手拿大扫帚、清雪铲，沿
着各主干道路上进行人行道清扫；一
路身穿隔离服、戴护目镜，到5个公共
厕所等地进行疫情消杀，同时配合地
方政府，对进入仙河地区的车辆进行
灭菌消杀，在与疫情、风雪抗衡的战场
上，他们坚韧而执着。

疫情与风雪考验着胜利人初心的
厚度，使命的高度。在疫情的笼罩下，
胜利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
运行，用初心和使命，坚守着国企的政
治责任，用责任和担当，挑起复工复产
的重担，勇往直前。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邵芳 通
讯员 谢元军 于茂华) 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
厂党委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并督导复工人员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做实区域消毒，测体温、戴
口罩、勤洗手、分时分段就餐、常通风
等安全防护措施，保障职工身体安全，
确保生产平稳有序。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滨
南厂党委进一步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生产经营及员工身体健康等工作，并
按照油田关于复产复工通知要求，严
格上岗人员健康核查，及时确认人员

流动信息，分类明确人员返岗条件，每
天上下班安排专人进行体温检测，对
厂内生产生活办公区域进行全面环境
卫生清理，每日上班前和下班后对相
关区域及职工通勤车进行彻底消杀防
疫，加强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确保
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采油厂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及信息
化手段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
提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能力，复产复
工员工逐一与单位签订书面承诺书，
自觉配合做好防疫要求。他们还根据
实际情况改变就餐方式，按照“限时上
报”、“分时段取餐”、“同事捎带”、“分
散就餐”等方式实行“盒饭制”，降低人

群聚集密度。
根据油区跨两地市的实际情况，

采油厂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
调，全力配合支持地方政府落实综合
防控措施，强化运行调度，加强人员队
伍整合，减少跨区域施工。同时，依托
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远程巡检、远程
启停井、视频会议等信息化手段，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把现场生产用工
人数降到最低。

目前，采油厂众志成城进一步压
实防疫措施，优化生产组织运行，配强
应急力量，严格把好复工复产十道关，
切实降低感染风险，确保采油厂生产
平稳运行。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斌) 连日来，胜利

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各单位、
各部门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扛起防控工作职责，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有力有序开展各
项工作。

把责任扛在肩上，迅速进入
战时状态。疫情发生以后，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第一时间成立由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防控工作小组，各
单位也相应成立工作组，制订工
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层层压实
责任，及时落实油田和地方政府
一系列安排部署。中心主要领导、
相关部室工作人员、各基层单位
相关人员和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取
消节日休假，始终坚守岗位，积极
行动，主动参与，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

把服务抓在手上，用心守护
温馨家园。中心各单位细致开展
摸排工作，全面掌握人员流动情
况，每天按时上报相关信息。对隔
离期间的外地返回人员，他们每
天两次电话随访，及时了解隔离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询问生活需
求，按需配送米、面、油等生活必
需品。中心及时购置了防护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发放到各单
位，并组织专人对办公室、宿舍、
值班车辆等办公和生活区域按时
消毒防疫。

为保障一线员工野外用餐，
东辛维修大队、河口维修大队、临
盘维修大队3个一线食堂在加强
食堂通风消毒、清洁卫生工作的
前提下，根据每天施工情况，采取
临时开火方式错峰为一线员工送
餐。同时，加强防控知识宣传贯
彻，积极转发权威媒体发布的防
控知识，让员工群众第一时间了
解掌握防控常识。

把使命牢记心中，有力做好
保障支撑。作为油田唯一一家专
业化地面工程维修队伍，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有力抓好应急维修保障，各单
位严格落实“两特”带班和干部值
班制度，优化生产运行机制，青年
应急抢修小分队24小时全天候待
命，在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闻
令出击。

春节以来，中心共完成各类
生产施工项目353项，其中，应急
抢险施工135项，泵类维修21项，
大型机械施工76项，有力保障了
疫情期间各采油厂的原油生产平
稳运行。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邵芳 通
讯员 孙志惠 魏一军) 为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胜利
油田临盘采油厂党委加强领导、压实
责任，把油田党委对疫情防控的各项
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打好临
盘油区疫情防控阻击战。

采油厂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将16家

驻临单位也纳入统一防控范围，多次
召开视频会议，传达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研究贯彻落实中国石化、胜利油
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具体措
施，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工作，压实责任，制订方案，抓好落
实。

为保证临盘区域2万多居民正常
的生活所需，采油厂公共事业服务中
心多方协调防疫用品和生活物资，德

利公司配送中心克服道路不畅等困
难，千方百计保障基本生活物资和市
场供应，维护正常生活秩序。

当前，疫情防控处在最关键的时
期，临盘采油厂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压实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实
做细做到位，全力确保采油厂疫情防
控、生产经营“两不误”。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军光 ) 作为中国

石化胜利油田7家上产单位之一，
鲁胜公司在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科学优化运行方式，分区域
优化作业动力，最大限度保证油
井开井时效，将疫情对生产经营
的影响降到最低。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鲁胜
公司党委第一时间成立由党政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率先垂范、靠前指挥，完
善防控体系，严格落实责任，细化
防控措施，切实把疫情防控的责
任压到最实处。

鲁胜公司生产区域横跨两市
五县区，点多线长面广。为全面落
实疫情防控责任，公司坚决落实
油田和属地政府双重管理要求，
并与当地政府形成联控联防机
制。同时，他们加强流动人员管
理，扎实开展疫情期间流动人员
的摸底排查，从严从细从实抓好
流动人员管控；通过石化通第一
时间将上级要求传达到位，并通
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积极开展
疫情防控舆论引导；进一步优化

生产组织，严格控制在岗人数，采
油管理区保持节日期间运行方式
和用工水平；公司暂停外部队伍、
社会化队伍复工，进一步减少不
必要的人员流动。

各基层党支部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针对管
控措施严格，许多员工无法正常
返回工作岗位的实际，纷纷成立
了党员突击队，由党员干部带头，
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同时，充分
发挥“四化”平台作用，运用远程
视频巡检、资料录取、故障排除等
功能，减少员工流动，提高管理效
率；运用学习强国视频会议功能，
及时组织通气会、协调会，加强各
项工作的组织协调，确保了疫情
防控期间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
行。

为保证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
统筹运行，鲁胜公司按照油田部
署要求，建立统一指挥、快速响应
机制，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工作
责任体系，制定复工复产工作方
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统筹优化施
工计划和施工方案，确保疫情防
控和产量恢复两不误。

防疫毫不放松 复产劲头十足
面对疫情考验，胜利油田践行使命担当

2月14日，东营迎来了农历新年以来的最大一场降
雪，胜利油区，井场雪掩、路面冰封，狂风肆虐、气温骤
降，给胜利油田防控疫情、复工复产工作带来重大挑
战。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恶劣的天气影响，油田
上下快速反应，积极应对，一场防控疫情、战风雪、保生
产的综合“战役”全面打响。

本报通讯员 孙万芹

2月14日，狂风大雪
席卷了孤东油区。“目前正
是浮桥拆除期间，加上疫
情影响，单位留守人员少，
我们划区分片，联合出击，
赶在风雪前做好点炉升
温、封堵包扎、捆绑加固等
重点工作，实时监控潮水
水位。”孤东采油管理五
区副经理孔祥和说。

当晚8时15分，受大
线电压波动影响，20口油
井停电。8时50分，全区停
电，漆黑笼罩了油区。

猫着腰、低着头、逆
着风，两人一组，在岗员
工奔赴现场。15日凌晨1
点，生产送电。凌晨3点，
除一口井更换电缆外，其
他井全部开启。

桩西油区同样风雪
交加，海区风力8~9级，浪
高4米，一座变电站停电，
另有其他两条线路故障
停电，停井319口。桩西厂
厂长冯斌和相关科室迅
速奔赴生产现场查看受
灾、人员撤离情况，进行
救灾安排。

电力恢复后，桩西采
油管理三区干部员按照
先大头井、重点井再普通
井的开井顺序依次开井。
从停井到15日凌晨1时50

分，经过4个小时的奋战，
所辖150口井全部开井成
功。截至2月15日11时45
分，桩西厂所有油井全部
恢复生产。

14日晚7时，鲁胜公
司鲁平采油管理区注采
604站的沾38-P15和沾38-
P13两口油井突然跳停，
且远程开井毫无反应。由
于当前疫情防控需要，进
井路被切断，站长陈刚与
职工兰强、王长江在风雪
中步行4公里，经过3个多
小时的努力，两口油井顺
利开井。

这一夜，滨南采油厂
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的
作用，实时监控油水井生
产情况，通过数据比对分
析，做到问题早早发现、
早处置，保障恶劣天气下
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据悉，寒潮预警下达
后，油田各开发单位迅速
行动，提前做好防寒、防
冻雨、防海潮等安全生产
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在岗
值班和24小时生产值班
工作制度，积极组织应急
抢险队伍，抢开井、降损
失、促生产，最大限度降
低此次恶劣天气造成的
损失。

2月12日至14日，相继
接到国家电网、山东电网
和油田生产运行管理中
心的三个寒潮预警后，电
力分公司迅速巡查电力
设施并对寒潮、大风、冻
雨、覆冰情况下应急抢险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严阵
以待。

2月14日下午4时，气
温骤降，孤东油区开始下
起冻雨，滴水成冰，9~10级
阵风造成110kV孤东线、
电东线引发短路故障跳
闸，造成孤东油区大部分
油井失电。这两条线路是
孤东油区的两条电力大
动脉，孤东供电管理区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机
关及各基层班站50余人
全力抢修。

冻雨打在身上，在工
服上结成了冰层。孤东供
电管理区干部员工巡视
线路330公里，铺设低压
电缆380米，更换变压器1
台，恢复6kV配电线路100
米。凌晨1时，孤东油区陆
续恢复供电。截至15日10
时30分，油田电网全部恢
复供电。

风雪就是冲锋号，保
生产就是硬任务。“作为
专业化队伍，在打好疫情
防控战的同时，要把生产

平稳运行作为重中之重，
全 力 保 障 开 发 单 位 需
求。”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经理陈军说。

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在严格疫情防控同时，密
切关注天气。2月13日该
中心开始提前调整生产
保障运行参数，认真排查
清除设备隐患，通过与稠
油开发单位积极协调对
接，赶在降雪前，高效调
配完成17台锅炉搬迁，超
预期完成3台锅炉搬迁，
未因天气变化影响复工
复产速度。截至2月15日
上午，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启运35台锅炉，保持注汽
干度平均76 . 8%，为各稠
油开发单位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服务保障支撑。

降雪对井下作业施
工影响较大，油气井下作
业中心及时启动雨雪天
气应急预案，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
产，从严从细落实疫情防
控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保障员工生命健康安全
和生产经营秩序稳定。

疫情当前，生产不
丢。面对恶劣天气，油田
上下拧成一股绳，提前谋
划，不等不靠、快速反应，
排除万难保障原油生产。

专业化队伍保障有力

除雪防控两手抓

油气生产快速恢复1

2

3

滨南采油厂：

众志成城，抓防疫保生产

临盘采油厂：

压实责任，防疫生产“双管齐下”

鲁胜公司：

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统筹运行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压实防控责任，有力保障生产

疫情防控以来，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进一步加强电网负荷监控，积极与开发单
位做好沟通协调，全面了解用电单位的生产情况和用电需求，对枢纽变电站和重点
线路运行做出合理安排，确保生产生活用电可靠运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颜曾 摄影报道

电网运行安全可靠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胜利油田供水分公司党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
作专班，在做好内部人员排查、落实防护措施、严格人员流动管理的基础上，对供水
业务进行科学安排，从引蓄水、水源、水厂、管网和水质检测、污水处理等各环节强化
管理，确保安全平稳运行。与此同时，他们加强水库巡查及封闭管理，强化管网巡视，
加强工艺管理和运行人员防护，加密原水检测频次，加大出厂水检测力度，全力确保
安全优质供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吕艳红 摄影报道

安全优质保供水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
员 孟涛 曹子娟) 2月14日晚，受风
雪影响，郝现变、史口变、田庄变电网瞬
停，导致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上百口油
井停井。该厂立即启动风雪恶劣天气应
急预案，通过PCS(生产指挥系统)、现场
双管齐下同时开井，第一时间恢复生
产。

面对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现河采油厂实施了以“抓防疫
提质量，抓运行提效率，确保安全环保
零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双抓双提一确
保”工作策略，在扎实控制疫情的基础
上，克服人员少、任务重等不利因素，高
效有序恢复生产，实现了各项工作量落
实人员清、任务明、行动快、落实准。

“我们按照在岗人员少于30%，机关
在岗人员少于20%的要求开展工作，推
进线上办公、分会场开会等模式，最大
程度减少人员聚集。”现河厂生产管理
部主管高冠一介绍。在此基础上，厂技
术管理部、生产管理部、QHSSE管理部、
QHSSE监督中心等部门人员分系统、分
路进行复产复工的服务、督导工作，并
在每天早上晨会上进行通报，力争将疫
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降至最低。

安全环保是每年恢复生产的重点，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今年复工的要求更
严、标准更高。QHSSE监督中心副主任
刘军臣说，受疫情影响，有些承包商、外
部队伍的安全、技术、操作人员不足，无
论生产任务再紧张，只要无法满足安全
要求的，或者外来施工人员隔离不满14

天的，一律禁止开工。同时，他们通过手
机、电脑进行线上安全环保培训，确保
特殊时期安全环保的力度不减、标准不
降。

现河厂作为城中油区，不少油水井
都在居民生活区、村落内，受疫情影响，
作业施工车辆无法入内。针对该类情
况，现河厂排出了因疫情影响运行的统
计表，提前准备相关设计、方案、物料，
待条件允许后第一时间施工。

高回压井是冬季生产的重点和难
点，一旦回压过高，就会造成产量下
滑、管线穿孔等问题，而在疫情期间，
受人员、车辆影响，治理难度随之水涨
船高。由厂技术管理部牵头，对全厂回
压高于1兆帕的46口油井进行分析治
理，治理后平均单井回压由1 . 28兆帕降
至0 . 7兆帕，基本消灭了回压1 . 5兆帕以
上的油井。

平稳运行只是基础，稳产保效才是
目标。由于作业队伍刚刚复工，在新井、
措施产量不足的情况下，现河厂眼睛向
内，加强群挖群扶工作量，有效降低自
然递减，保障效益稳产。农历新年以来，
现河厂产量一直稳定在正常水平。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
期和低温降雪的特殊环境，现河采油厂
持续加大生产信息化的应用力度，通过
自主开发的五曲线一流程一分析日度
产量分析、单拉罐用电管理、特殊井治
理、电子警察等16个模块，最大程度实现
生产经营管理的线上运行，将不利影响
降至最低。

现河采油厂：

扎实防控疫情，有序恢复生产

河口厂党员坚守抗疫一线，有序复工复产。 通讯员 吴木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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