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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滨182区块4口油井自主洗井，节约泵车费用8000元，合作项目组获得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滨南采油
管理区奖励800元。据了解，“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以来，滨南采油管理区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思想和“一
切成本皆可降”理念，打破“湿毛巾已经拧干”的认识误区，实施“降本+预算”双捆绑考核机制，将降本增效、
降控指标分解至基层班站，实现组室和基层对项目的双重管控，确保指标考核落实到人、落实到位。截至5
月底，这个管理区通过提质提速提效优化等举措，降低成本近百万元，原油生产超计划运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强 摄影报道

降降本本增增效效后后劲劲足足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管具技术服务中心管具二队经理李超：

在磨砺中绽放金子般的光芒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郑志能

事不避难冲在前
2020年1月19日，农历的腊

月二十五，李超顶着巨大的压力
二次入川。原本想着与父母、妻
儿共迎新年，但任重道远，他只
能毅然出发。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
发，1月27日起，全国各地从城市
到乡村纷纷封路。刚刚上任，他
既要确保二队40多口人的健康
安全，又不能耽误井上生产。前
所未有的难题摆在了李超面前。

防疫物资不足，他就从兄弟
单位筹借来500枚口罩和一些消
毒液，员工必须佩戴口罩，工区
定时消毒。同时加强人员管理，
员工严禁私自外出，外来人员严
格登记、体温检测，食堂分餐减
少聚集。管具二队的管控迅速上
升至最高等级。

川渝地区大多是超深井、页
岩气井、高硫化氢井，在这里钻
井施工，每一个人都如履薄冰。
作为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的管具
服务队伍，管具二队肩负的最重
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确保井控安
全。调李超担任二队经理，中心
领导看重的就是他对西南工区
熟悉，对肩上责任审慎。

此时西南分公司承担施工
的集团公司重点探井元坝701井
和乐坝1井相继进入完井阶段，
上上下下都关注着两口井的进
展情况，关键的时刻，容不得丝
毫疏漏。

为了保证井上的井控装备
试压成功率，李超带领员工提前
做足了功课，多次对防喷器进行
气密封试验。为了保证安全，李
超亲自带队上井。400公里路程，
中途水米不进、不停不歇，最终
一次顺利通过项目现场验收。甲
方发来表扬信：“疫情防控得力！
优质服务保障得力！”

学思不怠锻真金
李超第一次入川是在2018

年6月，那时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的管具业务刚刚整合。

为了打开外部市场新局面，
中心选派的精锐尽数出动。年富
力强的李超精通井控、钻具业
务，又曾在新疆锻炼多，早已崭
露头角。中心派他到西南市场，
负责管具二队技术工作，就是为
了让他加快成长。在新的岗位
上，李超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
标：“业务要精，技术要强。”

“肯吃苦，特别能钻研。”班
长姚晓渝对李超刚到西南时的
场景记忆深刻。

从查阅资料、井控配套、技
术对接，到协调生产、解决难题，
李超找漏点、攻难点、疏堵点，苦
在其中，也乐在其中。没白没黑
的日子里，渴望全面进步的他，
过得十分充实。

工房里，成百上千的吊卡、
打捞工具、零配件的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各异，使用工况、匹配
要求各不相同，碰上模样相似
的，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差错。怎
么能够一眼认出？怎么用好？面
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要做到轻车
熟路，李超下了一番苦功夫。为
了能够在深夜接到井队电话时
快速处置，他将铺盖卷搬到办公
室，那里离工房近。

队上员工经常可以看到李
超忙碌的身影。有时是半夜，他
的电话热度不减，联系处置井队
急需工具等生产事项。有时是在
凌晨四五点，他打着手电在工房
查物资，只为让劳累的弟兄们能
安稳休息，不被吵醒。

一晃就是三个多月，李超把
工作摸得一清二楚，处理起井上
突发状况，得心应手。士别百日，
李超让人刮目相看。

善思善成创佳绩
想干敢干，还要干成干好。

这也是李超做事的准则。
西南川渝地区，是国家清洁

能源基地，200余支钻井队伍汇
聚于此，你争我赶，市场火爆。

而对于管具服务业务来说，
这里的井，平均深度超过6000
米，高压、高温、高含硫井居多，

井控安全风险极大。同时，由于
地质构造复杂，面临着中途设计
变更、井下工具更换等诸多不确
定性，给生产保障工作造成了极
大困扰。在这里，井控设备配套
标准高，复合钻进对钻具也提出
了高规格要求，工具类配套繁
杂。其中，一整套105Mpa的井控
装置，动辄上千万。

在西南工区市场上，管具等
重资产单位，承受的经营压力巨
大。对于这些难处，李超心里十
分清楚。担任二队经理后，李超
抽丝剥茧，把诸项工作打理了个
明明白白。

井控风险大？他带头学业
务，抓培训，搞演练。

生产组织难？他就想方设法
提前预判，积极与西南分公司等
客户沟通，日对接、周对接，准确
掌握生产动态。安排专人盯住特
殊井型、特殊地层、钻完井等环
节，提前摸准外情动向，摸清家
底儿有无缺口，既实现了运行无
缝衔接，又避免浪费运营成本。

经营压力大？他找准切入
点，从井控应急物资储备利用上
做文章，到中原管具、西南工程、
川东钻探等单位寻求合作，在共
享井控应急物资、打捞工具等方
面达成共识，这让井控“消防站”
周转利用率低的问题迎刃而解。

李超告诫自己：站位要高，
成就甲方就是成就自己，为甲方
提供超值的产品和服务，合作就
会共赢。管理要严，制度规范、目
标制定，考核激励少不了。只要
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队伍精气神也就越来越好。

只用了一百多天，管具二队
完成进度指标135%，在中心百日
攻坚创效经营分析会上，李超专
门作了典型发言。5月底，中国石
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张洪山到西南工区调
研，甲方表扬管具二队服务保障
工作做得好。张洪山说：“钻井打
得好，有各家保障单位的功劳，
应该为西南工区团结协作、共创
佳绩鼓掌！”

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李
超，越磨砺，越光芒。

虽然刚过而立之年，但头发已然斑驳；虽然身形消瘦，却难掩灼灼的目光。征战新疆、川渝、海外等外部
市场多年，艰苦的环境、艰难的挑战、巨大的压力在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管具技术服务中心管具二队
经理李超身上，磨砺出了金子般的光芒。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敏

任文盼) 近日，胜利油田
石油开发中心未动用区
块利88-58块新井利886-
斜2井顺利投产见油，但
是却未动用一台新设备，
降低成本几十万。省钱的
奥秘，在于这个中心搭建
的闲置设备调剂平台。

2014年以来，石油开
发中心搭建闲置设备调
剂平台，大到抽油机、值
班房，小到控制柜，甚至
一台电脑都会在这个平
台一一展示，各单位各取
所需。设备利用率每年保
持85%以上，每年调剂设
备150台左右，资产再利
用金额3000多万元。

事实上，闲置设备重
复利用，让未动用储量开
发找到了降低成本的重
要路径。所谓未动用储量
开发，本身就存在着资源
品位低、工程造价高、开
发风险大等特点，成本开
支是个不可回避的大头。

“年前在未动用区块
刚刚部署了五口新井，所
需要的抽油机、电机、储
油罐等相关设备，全部都
是从平台‘淘’来的，一下
子省了270多万元。”石油
开发中心未动用储量开
发项目组副经理贾云飞
说，这个平台为闲置设备

和“新东家”牵线搭桥，使
这些“沉睡资源”流动起
来，最大程度发挥闲置设
备的作用，提高利用率实
现降本增效，创造更大的
效益。

为激活“老东家”和
“新东家”参与的积极性，
石油开发中心出台闲置
设备调剂办法，对调出的
和调入的单位全部奖励，
并且在调剂过程中发生
的任何费用单列，不计入
管理区成本。

年初，胜科采油管理
区因为长停井腾出了三
整套抽油机，被未动用储
量开发项目组征用。作为
闲置设备的“老东家”，副
经理徐旭光觉得这笔买
卖非常划算：调拨三整套
抽油机为管理区直接降
低7 . 5万元折耗，根据中
心激励政策从资产盘活
方面创效7万元，一进一
出创效了14 . 5万元。

连日来，未动用储量
开发项目组不仅从胜科、
胜龙、胜凯等管理区“抢”
来了闲置设备，还通过油
田闲置资产调剂平台，从
其他采油厂调剂了5台抽
油机设备。“今年未动用
储量开发计划完井生产
34口井，用好闲置资产调
剂平台，就可以创造更大
效益。”贾云飞说。

钻井工艺研究院：

十年磨一技绽放效益“花”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加

娜) 近日，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钻井工艺研究院与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设备订购合
同 ，标 志 着 该 院 研 发 的

“ 钻 井 液 性 能 在 线实时
监测系统S e n t r y - 1”迈
出 产 业 化 生 产 、商 业 化
推 广 的 重 要 一 步 。据 了
解 ，这 套 系 统 凭 借 三 大
类 、十项 参数的实时监
测 ，有 效 提 高 了 钻 井 工
程 自 动 化 水 平 ，填 补 了
钻井液性能自动化监测
领域的行业空白。

钻井液被称为“钻井
的血液”，钻井液性能直
接关系到勘探开发能否
实现 安 全 高 效 运 行 。过
去，国内外石油行业基于

“API”标准人工检测钻井
液性能，程序复杂且费时
费劲。如离子滴定检测，
工程师需要提前配置滴
定溶液、提前对钻井液样
品进行压滤；为了保障人
工操作的精准度，需要进
行三次反复对比，整个检
测过程至少需要一小时；
而通过该系统的实时监
测，工程师处理响应时间

能够提前1小时以上，有
效地预防了井下复杂情
况的发生。

为了实现钻井液性
能在线测量，提高钻井工
程自动化水平，钻井院从
2 0 0 8年开始调研，并于
2010年立项研究与试验。
10年间，项目组科研人员
克服重重困难，创新发明
了变径异型管式钻井液
流变性在线测量方法、双
压力振动管式钻井液密
度在线测量方法、钻井液
离子浓度在线实时监测
技术，最终实现了钻井液
流变性、密度、离子浓度
三大类、十项参数的在线
实时监测。2019年5月，经
中石化科技部专家鉴定，
该技术研究成果整体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近几年来，这套系统
先后在中石化、中海油进
行了现场应用，减少了因
钻井液性能影响造成的
复杂情况，缩短了非生产
时间，创造了可观的经济
效益。该技术共授权专利
2 5项，其中发明专利 1 0
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
获得软件著作权2项，形
成技术规范性文件2件。

石油开发中心：

闲置设备成创效法宝


	M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