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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召开年轻干部工作推进视频会

人才强企，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专专项项监监督督让让经经营营健健康康运运行行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包正

伟 崔双燕) 近日，胜利
油田河口采油厂埕东油
田西区埕侧平69、埕45-侧
平11、埕45-平17井应用边
底水稠油油藏控水降粘
一体化技术后，含水分别
降低34%、50%、30%，日油
分别增加3 . 85吨、4 . 1吨、
2 . 5吨，这标志着边底水油
藏控水获得重大突破。

所谓边底水油藏，就
是在大量的边底水上面
漂浮着薄薄的一层油，开
发时水的流动速度一般
超过油的流动速度，导致
此类油藏含水高，且含水
上升较快。

在河口采油厂，埕东
油田、沾18块、沾4区等都
是边底水油藏，埕东油田
西区是活跃的边底水油
藏，开采面积19 . 6平方公
里，可采储量1865万吨，采
收率20%，平均含水97%。
显而易见，破解边底水油
藏控水难的问题，对于老
油田提质增效至关重要。

一年多来，工艺技术
人员通过创新，已在稠
油、低渗、断块等各类边
底水油藏创新应用了20余
项新工艺，破解了诸多效
益开发瓶颈问题，这也增

强了他们破解“水上漂”
油藏开发难题的信心。今
年，为提高陈家庄油田稠
油热采井转周末期开采
效益，技术人员变注汽热
采为冷采，让稠油得到顺
利开采。陈家庄油田稠油
油藏边水多，水溶性降粘
剂能够有效接触到原油，
而埕东西区为活跃边底
水，水体大，注入水溶性
降粘剂后很快溶解，降粘
剂根本无法有效接触到
原油，产生不了作用。

能不能寻找一种油
溶性降粘剂，让其避开大
量水体，像陈家庄稠油油
藏那样，让降粘剂与原油
充分融合降粘开采？基于
这种思考，技术人员展开
研究探索，以氮气、二氧
化碳、降粘剂为主要构成
的边底水稠油油藏控水
降粘一体化技术进入试
验范围，并达到降低原油
粘度、增加原油流速、提
高开发效益的效果。

目前，河口采油厂在
成功试验三口井基础上，
对埕东西区另外6口油井
进行边底水稠油油藏控
水降粘一体化技术实施
方案编制，其他边底水油
藏的新技术推广工作也
提上了日程。

河口采油厂：

技术创新破解“水上漂”

本报7月22日讯(通讯员 徐
海峰 王新宁) 7月17日上午，
胜利油田召开年轻干部工作推
进视频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
石化年轻干部工作推进会部署，
以更高站位、更大决心、更实举
措谋划推进油田年轻干部工作。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
公司代表孔凡群出席会议并提
出具体要求。管理局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油田分公司
总经理牛栓文主持会议。油田领
导李永哲、韩辉、肖国连、乔恩
言、宋明水出席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人才强企工程部署要
求，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
力度，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
才队伍建设，油田专门召开这次
会议进行部署推进，并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
的实施意见》。

孔凡群指出，要深刻领会中
央精神，全面落实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党组部署，从更高站位增强
做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着眼保障
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坚决扛起做
好年轻干部工作的政治责任，把
做好年轻干部工作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闻令而动、依令而
行，着力培养选拔更多“信念坚、
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年轻
干部；要着眼支撑百年胜利基业
长青，坚定承担做好年轻干部工
作的时代使命，把年轻干部工作
作为打造百年胜利的基础工程、
活力工程、动力工程，为油田永
续经营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
力；要着眼干部队伍长远战略接
替，切实增强做好年轻干部工作
的行动自觉，增强忧患意识，建

立常态化发现、动态化储备、协
同化培养、多元化使用机制，持
续优化队伍结构、夯实接替基
础。孔凡群指出，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

“三步走”计划，着眼油田近期接
替需要和长远战略需求，油田年
轻干部工作总体目标是：2020年，
突出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做大
基数、缓解矛盾；2021-2023年，突
出调结构、提质量，持续完善机
制、优化结构；2024-2030年，突出
科学化、常态化，实现合理分布、
梯次配备。

孔凡群强调，要坚持目标引
领，强化观念转变，以更大决心、
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年轻干部
工作。要强化树立“五个理念”，
即强化树立“政治统领目标引
领”理念，把讲政治、抓落实贯穿
到整体布局和各个环节，推进工
作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
通；强化树立“高素质专业化”理
念，把年轻干部放到生产科研一
线、主要业务领域，强化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培育，夯
实成长基础，同时注重优选苗
子，强化经营管理、党务政工等
复合培养；强化树立“事业为上
用当其时”理念，坚决摒弃论资
排辈、平衡照顾，在选拔上看主
流、看长远、看潜力，坚持依事择
人、按岗选人，把干部在最具精
力、最富激情、最想干事的年龄
用起来；强化树立“统筹使用优
化配置”理念，克服本位主义，在
油田范围内统筹管理、通盘使用
年轻干部，同时保护好、调动好
整个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
备；强化树立“管事管人管培养”
理念，业务部门、领导干部、各级
专家既要管好业务，又要把培养
年轻干部记在心中、抓在手上。

孔凡群要求，具体工作中，

要从“四个方面”整体推进、重点
突破：要切实扩大“选”的视野，
突出重点、分类储备，下足工夫、
精准识别，放眼全油田干部资源
发现储备好苗子；要全力提升

“育”的质量，下大气力磨砺政治
修养、提升专业能力、强化基层
磨炼；要持续加大“用”的力度，
突破常规、聚焦主业、突出重点、
统筹配置，畅通优秀年轻干部选
拔使用快车道；要从严把牢“管”
的关口，强化政治监督、履职监
督、任后评估、正向激励，为年轻
干部持续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孔
凡群强调，要统筹协调推进，狠
抓责任落实，大力营造优秀年轻
干部竞相涌现的良好生态环境；
要统筹兼顾抓落实，做到“当前”
与“长远”“数量”与“质量”“储
备”与“使用”“重点”与“全面”的
统筹兼顾；要压实责任抓落实，
细化责任推进，强化督导考核；
要风清气正抓落实，突出重担
当、重实干、重实绩、重公认导
向，深入宣传年轻干部工作新精
神新要求和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的典型，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孔凡群还对各级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提
出三点要求：要引导年轻干部践
行讲政治要求，系好“第一粒扣
子”；引导年轻干部践行重实干
要求，成就一番事业；引导年轻
干部践行守纪律要求，树立好干
部形象。

围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牛
栓文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领
会“三个深刻认识”，把年轻干部
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来抓；要全面落实“三步走”计
划，切实把“五个理念”贯穿到年
轻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要全面
把握“四个统筹兼顾”，确保年轻
干部工作积极稳妥、纵深推进。

近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商河采油管理区纪检小组采取现场监督厂务公开工作的方式，对公开栏粘
贴、公开内容存档等内容进行规范，并了解一线员工对厂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建议，有效提升厂务公开制度
在班站落地的执行质量。今年以来，这个管理区纪检小组突出关键人、关键岗、关键事、关键时，对涵盖疫情
防控、物资管理、创效效果等生产经营各环节专项监督7次，实现对职业行为和干部用权的有效监督，让干部
清白干事、让员工明白监事，有效促进了各项业务活动在权力规范中健康阳光运行。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芳 摄影报道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

仙) 近日，为有效应对汛
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风
暴潮、台风等自然灾害，
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成
立防汛减灾领导小组，编
制《防汛工作实施方案》
和《防汛工作应急预案》，
组建300多人的应急抢险
党员突击队，并针对往年
易发洪灾的重点区域加
强水位监控、隐患排查，
筑牢汛期安全堤坝。

为最大限度减少因
汛期造成的生产损失，纯
梁厂对油区内所有地势
低洼的注水站电缆沟进
行密闭，对油区线路危杆
和树障等进行隐患治理，
防止强风、强雨天气造成
大面积停井。同时，他们
对重点跨水体管线进行
加固、加密巡检，防止洪
水冲坝。各采油管理区提
前降低放空池液位，防止
因暴雨造成满溢，消除污
染隐患；集输大队首站及
时关注天气变化，时刻关

注采出水罐罐位，便于暴
雨时及时回收雨水；各基
层单位对抽油机设备、电
器电路进行巡回检查，重
点对变压器、电缆及周围
杂草进行清理，对电机、
控制柜、接地线、电缆接
头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
整改，避免线路闪跳、设
备故障发生。

为最大限度减少汛
期带来的设备故障隐患，
基层员工积极开展革新
创效。其中，纯西采油管
理区针对抽油机电机防
护等级不能满足室外防
水要求、易发生接线盒进
水导致电机故障等问题，
创新推广油井电机接线
盒专用防水密封圈，有效
提升了密封等级，确保汛
期电机设备安全。

目前，纯梁厂已经为
各单位配备了防汛物资，
确保汛期来临时调得出、
用得上；与周边专业化单
位共同成立黄河防汛突
击队，合力保障汛期生产
安全平稳运行。

纯梁采油厂：

全力保障汛期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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