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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拓市场、创效益

打响西南工区攻坚创效品牌

安安全全管管理理能能力力比比武武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阳
梁爽 ) 确认外来施工

人员身份、识别安全风
险、开展JSA分析……近
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
采油管理七区注采701站
员工程鑫康，在陈25北降
粘复合驱先导实验工程
施工现场，对承包商作业
履行全过程监护职责。

在河口采油管理七
区，像程鑫康一样取得直
接作业环节监护证，并开
展日常作业安全监护的
员工还有很多，他们每天
坚守施工一线，维护着油
区的安全生产。

事实上，这么多人能
够做到安全监护动作统
一、标准统一，离不开河
口采油厂新推出的主要
安全风险清单管理。“各
专业委员会、基层监护员
依照主要安全风险清单，
对标对表开展承包商管
理，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都能知道该管什么、该干
什么、依据是什么，确保
工作有的放矢，有效提高
了本质安全水平。”河口
采油厂QHSSE管理部副
主任王林说，安全风险清
单将“承包商安全管理不
足导致事故易发风险”列
为最大安全风险，并梳理
出26项风险因素，制定了
14项管控措施，为各层级
有序开展承包商管理提
供了准确依据。

把承包商管理作为
日常管理的重中之重，依
照清单从严扎紧安全“篱
笆墙”，有效提升了安全
管理水平。围绕清单落
实，顺应新形势要求，河
口采油厂召开2 0 2 0年承
包商安全管理专题工作
会议，修订完善了《承包
商管理重大风险承包工
作实施方案》，压实承包
商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明
确厂长任承包人的“一把
手”承包制，并将承包商
管理纳入采油厂一体化
管理体系。

其中，围绕强化承包
商风险识别，河口采油厂
在清单中进一步明确了
各专业委员会的监管职
责，指导各单位将承包
商高风险施工作业、检
维修作业、直接作业环
节施工等纳入作业过程
风险识别范畴，运用JSA
方法进行风险识别，全
过程评价承包商生产施

工作业。
为了将承包商管理

职责落细落实，河口采油
厂在清单中明确了“谁主
管、谁负责”“谁的属地谁
负责”“职责相符”的责任
管理负面清单和问责机
制 ，将 基 层 单 位“ 一 把
手 ”纳 入 到 采 油 厂
Q H S S E 风 险 管 控 考 核
中。同时，该厂实行承包
商考核评价，将承包商
业 务 量 与 安 全 业 绩 挂
钩，对违反“直接作业环
节十条措施”和严重违
章行为的立即清退。

近期，河口采油厂组
织由主要领导带队的承
包商专项检查，对侧钻系
统、作业系统、地面工程
系统的在建承包商进行
全面督导，发现问题 4 8
项，并在月度会上进行了
专项点评。

措施明确、界面清
晰，清单的推出有效倒逼
责任落实。作为承包商使
用的责任主体，河口采油
厂各采油管理区对承包
商的管理越发重视，并充
分行使承包商选择推荐
权、使用评价权和现场监
管权，为攻坚创效行动保
驾护航。

目前，针对高危作
业、直接作业，各单位制
定细化《承包商现场管理
细则》，严抓落实开工前
安全条件确认、施工人员
安全教育和施工中全程
视频监控、“双监护”等关
键环节监管，不断完善检
查标准、监管职责和施工
作业管理流程。

其中，采油管理九区
重新划分岗位人员属地
责任，围绕做好现场施工
监督，建立了“主管领导、
职能组室、安全监督、岗
位员工”四级监管模式，
在保证作业全过程处于
受控状态的同时，为承包
商量身定制安全培训计
划，开展“现场学样板”活
动，组织专业班站干部、
监督、承包商观摩学习样
板现场，有效提升现场标
准化意识，夯实现场标准
化基础。

据统计，今年以来，
河口采油厂先后组织承
包商管理人员和监护人
员安全培训班4场次，200
多人次参与培训并考核
合格完成取证，让安全管
理“双管齐下”的态势蔚
然成风。

河口采油厂推行

承包商风险清单管理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徐海峰 张玉 丁大雷

勇创新指标

打出胜利速度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以西南分公司为代表的胜利石
油工程铁军队伍，同井下、黄河、
渤海、测井、录井、钻井院、钻井
技术、管具、固井等在西南工区
有项目的单位众志成城，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DA
上产攻坚战。

在疫情防控最严峻时期，西
南分公司不仅高效完成元坝701
井、乐坝1井两口重点探井的完井
工作，还创出了长途搬迁新指
标。4 0 0公里，从搬迁到开钻，
70579队用时17天，70176队14天，
70112队11天，一次次刷新搬迁安
装新速度。

速度之快，源自超前谋划，队
干部在未搬迁前带队测绘新井
场，把每一个细节落实在图纸上，
一个一个落实到人头上；速度之
快，源自科学统筹多个安装区域
同时作业，无缝衔接；速度之快，
源自苦干实干，队干部分片包区
带头冲在一线，一级带着一级干。

生产时效同比提高21 . 04%、设
备修理时效同比提高0 . 77%，纯钻
进时效同比提高13 . 15%，西南分公
司一季度进尺和收入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的25 . 62%和26 . 92%，二季度
提前一个月完成半年生产经营任
务。

敢啃硬骨头

铸就胜利技术

川渝地区是国内、国际公认

地质复杂、最难开发的区块之
一，近20年来，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在这里啃下绝大多数的1字号
探井，远有川科1井、毛坝1井、元
坝1井，近有乐坝1井、永安1井
等。

2019年下半年，胜利铁军5
支队伍成功进入国家级重点项
目——— 彭州海相气田项目，甲方
更是把最难的“硬骨头”交给了
西南分公司。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高级专家现场指导，钻井院、钻
井技术、管具、固井等队伍齐聚
彭州共破难题。

他们打破思维定势，通过搜
集对比临井资料、优化钻具结
构，形成区块钻井技术方案；发
挥胜利工程一体化和区域钻井
优势，建立起彭州区块技术共
享、设备共享、物资共享平台；采
取“专家包区、工程师包井”全过
程管理模式，确保现场监管到
位、措施执行到位。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以来，
彭州5支队伍先后创出工区单趟
钻、单地层、单开次机械钻速最
高、钻井周期最短、日进尺最高、
目的层取心最深、取心率最高等
23项新纪录。

一轮井下来，5支队伍昂首
跻身彭州项目综合排名前6，甲
方高度肯定，亲自上门颁发奖
牌。

在另一个页岩气战场上，黄
河钻井70569队在阳101H10-1井
二开施工中，创出区块16寸井眼
单日350米日进尺的最高纪录；
渤海钻井70778队在足202H3-1
井实现一只钻头钻穿须家河组
地层，同比临井节约5支钻头，提
高钻速318%；井下压裂施工实现
一天完成4段压裂，累计完成19
口井392段任务，单井时效同比
提高50 . 9%，平台井提高67 . 6%。

全力拓市场

创出胜利效益

今年前五个月，西南分公司
新签合同额2 . 78亿元，13只钻井
队入围中石油四川页岩气有限
公司年度钻井框架。

高质高效施工，让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西南工区捷报频传，但
是他们牢记节流降本，让可持续
发展后劲十足。在费用管控上，
西南分公司以百元收入变动成
本为突破口，对技术服务费、材
料费、动力费等14项重点费用抓
紧抓实，通过扩大竞标选商、外
委转自营等手段，减少支出400余
万元；从严控制非生产性费用，
同比下降60%。强化项目外费用
结算工作，乐坝1、元坝701两个项
目深挖合同外工作量70余项。

基层井队，在“百日攻坚创
效”期间更是表现优异。据了解，
电费是网电钻机的重要开支，刚
进驻彭州项目时，井队就仔细了
解错峰用电价格，很快一套节能
降耗的方案就张贴在了各个井
场，什么时段开启哪些设备标注
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阳101H10和泸203H64平台，两
支队伍同台施工，重泥浆储备一
份，一条管线连接两队。彭州5号平
台，先施工的队伍把用完的二开
泥浆转给邻队，仅此一项就减少
环保处理和泥浆投入100余万元。

各队伍间建立了工作群，领
配件集体行动，一趟运费至少省
下一半；员工自己动手修钳牙和
长杆泵螺杆，泥浆筛布破了用热
熔胶补上，直到无法使用后就用
来铺路……上半年，在西南工
区，艰苦奋斗的胜利铁军全面完
成“百日攻坚创效”压减指标，叫
响了胜利品牌。

西南川渝油气市场是国家重点开发的清洁能源主阵地之一。在这个阵地上，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低迷的严峻考验，创出近年来少有的生产经营佳绩。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西南工区钻井进尺5 . 7万米，同比增加63%；平均钻完井周期180 . 27天，同比缩减6 . 23%；平均机
械钻速4 . 18米/小时，同比提高18 . 44%。

近日，为发挥安全管理能力对安全生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切实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
能力，胜利油田鲁胜公司组织2020年二季度安全管理能力比武，来自5个专业分委员会及各基层单位的11支
队伍参加比赛。据了解，他们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等形式，重点考察各级管理人员对HSSE管理体系、安
全规章制度、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辨识能力，不仅检验和提升干部员工关于安全理论知识、隐患排查、现场
处置等综合素质，营造了全员参与安全管理工作的浓厚氛围，还有效夯实了安全生产管理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陈军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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