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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孔继

发)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
鲁明公司瞄准管党治党责
任落实、基层党组织日常
监督管理、生产经营建设
依法合规，着力做实监督
委员会、加强纪检工作小
组建设、深化“三务”工作，
全面提升监督实效。

在推动管党治党责任
全面落实上，他们推行监
督责任表单化管理，使监
督责任逐级贯通、清晰落
实；推行监督任务项目化
管理，制定全年监督工作
计划，形成监督项目专业
化运行、闭环管理；推行纪
委和监督委员会一体运
行，制定纪委、监督委例会
制度，推动监督执纪融入
生产经营管理各领域全过
程。

在推动基层党组织日
常监督管理到位方面，他
们着重加强纪检工作小组
建设，制定下发了《鲁明公
司关于加强改进纪检工作
小组建设的意见(试行)》

《鲁明公司纪检工作小组
量化考核办法(试行)》，明
确了纪检工作小组目标任
务、基本职责和专有职责、
工作标准、运行机制和考

核管理等要求；建立纪检
工作小组风险排查、专项
监督、情况汇报、效果考核
监督运行“四项机制”，形
成纪检工作小组监督工作
的闭环运行；搭建纪检工
作小组量化考核平台，加
强日常督导管理，有效推
动基层改革发展任务的执
行落实。

在推动生产经营建设
依法合规运行方面，他们
坚持应公开尽公开、能公
开全公开的原则，制定了

《鲁明公司“三务”公开平
台建设方案》和《关于加强

“三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
见(试行)》，并明确“三务”
公开平台建设的思路、内容
和推进工作的重难点；组织
开展公开工作调研，专题
听取党员代表、职工代表
和内控管理人员对“三务”
公开目录的意见建议，确保
公开内容全面合理；创建

“三务公开”网，实现公开工
作长期有序运行；搭建网
上纪检监督举报平台，畅
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职
工心声，切实发挥好每个
人都是经营者、管理者、监
督员的主人翁作用，以全
员监督推动全面落实、全
面过硬、全面提升。

鲁明公司：

全面提升监督实效

东辛厂培育三个市场，推动储量、资产、技术、人员高效流动

提质增效紧盯市场“指挥棒”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姜化明

共享成就市场
市场合作，让东辛尝到了甜

头。早在2018年，他们就共享了
762万吨储量，原来动用油价在
75美元/桶以上，合作后降到50
美元/桶有效动用，实现新建产
能4 . 1万吨，新增经济可采储量
39 . 8万吨。

“合作建产不仅让储量实现
有效动用，也实现了认识上的升
华。”东辛采油厂副厂长卢惠东
说，在市场化合作动用储量过程
中，他们逐步形成“未动用不等
于难动用”“整体难动用不等于
局部难开发”“独立开发风险大
不等于合作开发没办法”等理
念，一体化的利益观、效率观、效
益观更加深入人心。

“速抢单！三标提升劳务！”
前几天，广利采油管理区技术室
主任全再军在东辛采油厂内部
市场平台，发布了广利1站、广利
3站工作量流转信息。辛三采油
管理区技术室主任王纪锋眼疾
手快，仅用27秒就抢单成功，“管
理区之间构成市场关系，多抢劳
务工作量，就是为了单位多创
效，个人也能多挣绩效工资。

事实上，内部劳务抢单，不
仅是东辛采油厂完善市场运行
平台的重要举措之一，也在人力
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加快培育外部、专业化两个
市场，通过区块合作开发、技术
服务合作、效益扶停合作等，才
能最大限度提高东辛油气资源
创效水平。

东辛采油厂是典型的城中
油田，为突破储量动用受限瓶
颈，他们加快与鲁明公司、石油
开发中心等油公司合作力度，并
就10个区块、1890万吨储量展开
合作。

与此同时，他们基于对油藏
的认识和把握，在部分区块推行
油藏技术服务承包，仅在调整方
案技术服务上就创效248万元，

也让油公司实现早调整、早收
益；结合油藏开发需要，采油厂
优选19口投入大、风险高的停产
井与油公司合作扶停，已实施的
3口井实现年创效90万元。

针对部分储量提高采收率难
的问题，东辛采油厂借助科研机
构优势，通过区块技术承包模式
提高储量价值创造力。日前，为盘
活盐22、永920区块，这个厂与研
究院合作实施压裂、酸化等技术
服务9井次，创效79万元，乙方分
成54万元，实现了合作双赢。

联心创造效益
今年以来，他们以专业化发

展为契机，创新实施作业时效
“双向”考核，先后对99口油井维
护作业实施“双向”考核，平均作
业占井周期4 . 35天，比去年缩短
0 . 75天、提速14 . 7%，其中产油5
吨以上重点井10口，平均占井周
期仅为2 . 88天，提速40%以上。

数字的背后，是东辛采油厂
“市场联心”的探索。他们探索竞
争比选、优质优价风险结算等市
场化机制，找到了甲方强管理降
成本与乙方强服务创效益的平
衡点，作业管理做到全员、全链
条、全要素优化创效。

他们还构建“甲方服务保障
机制”，强化地面需求、基础设
施、电力服务、工农协调、技术交
底等“五个落实”，推进计划落
实、施工效率、方案完善、废物处
理、人员餐饮、顺利搬迁等“六个
保障”，以暖心和尽心的服务赢
得乙方的认可。

辛 1 4斜 2 0井作业仅用了
25 . 5小时，比定额缩短2 . 4天，增
产原油23吨，甲方给乙方多结算
劳务34%。据统计，上半年，东辛
采油厂优质优价结算16井次，增
加效益产量 2 7 1吨，给予乙方
12 . 7万元额外激励，实现甲乙双
方协作提质提效。

对油气开发单位来说，电力
和作业成本是成本优化的“两驾
马车”。在作业优化的同时，东辛
采油厂实施电力运行维护业务

“大包”模式，让提升服务质量，
降低停电影响产量风险与利益

挂起钩来，强化低压维护服务满
意率和产量负面价值管理两项
评价。目前，该厂将近3年平均电
力影响产量的数据作为年度考
核基准，对电力分公司实施价值
化考评，推动甲乙方聚焦质量效
率进步，电网运行更趋高效。

今年，东辛采油厂确定年产
量影响控制到1440吨的目标，同
比压减140吨，目前可控故障停
电影响产量同比减少23 . 9%，供
电系统增加劳务激励9 . 8万元，
实现了联心双赢。

价值引领方向
“发挥好市场的杠杆作用，

就能撬动效益增长。”东辛采油
厂副厂长丁涛说，今年，采油厂
专门印发了《东辛采油厂内部市
场管理办法》，内部市场由去年
单一的技术服务拓展到油气水
服务、生产保障服务、管理维护
服务、资源资产调剂等5个内部
市场，推动市场进入每一个角
落，实现提质增效上水平。

他们在激活技术服务市场
上精耕细作，地质所、工艺所到
管理区挣效益工资，服务内容涉
及油水井措施、老区产能建设方
案、注采调整方案、单元动态分
析、工程问题分析、基础研究、化
验检测和人员劳务输出等业务，
并对23项技术服务内容规范效
益分成，达到了高质量服务、高
收益的效益捆绑。

在地质所副所长李晓军看
来，过去，地质所与管理区是并列
的单元，只是单纯为管理区技术
服务，不好体现价值；现在，彼此
成了甲乙方关系，技术服务带来
的是真金白银。数据显示，上半
年，地质、工艺两所实现措施增油
4 . 97万吨，增加收入2753 . 18万
元，效益分成1005万元。

为优化油气水处理服务市
场，东辛采油厂让集输大队与管
理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倒逼
集输大队提高油气水处理质量，
降低运行成本。今年以来，管理
区减少无效产液量53 . 3万立方
米，减少费用380万元，油气水处
理效益整体提升。

近年来，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按照一切生产活动、一切要素配置、一切资源优化都用市场来解决的原
则，因地制宜完善市场运行平台，让外部、专业化和内部三个市场，推动储量、资产、技术、人员高效流动，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这个厂实现销售收入19 . 96亿元，人力资源优化2024人，其中外闯市
场项目135个、外闯市场员工达1487人，管理区人力资源优化率52%，预计全年综合创效1 . 77亿元。

本报7月2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姜凯 ) “百日攻坚创

效”行动中，胜利油田孤
东采油厂从高质量勘探、
规模增储、效益开发、人
力资源优化、节约土地及
管理性费用挖潜等多方
面强化措施，算好“加减
法”，确保如期完成创效
指标。

原油稳产是效益的
根源，也是做好“加法”
的主阵地。针对影响效益
开发的瓶颈问题，该厂深
化院厂合作，在低渗透区
块治理、稠油增效、有效
注水等方面与石油工程
技术研究院签订了6个单
元的合作开发项目承包
框架协议；做好七区中南
部等零散砂体注聚项目
的跟踪调整，加快推进其
它单元零散砂体注聚提
高采收率项目的运行，促
进边际储量有效动用；扩
大二氧化碳热采复合吞
吐、“测堵调防”一体化
等新工艺低成本技术应
用力度，有效提升开发效
益。

围绕高质量勘探、规
模增储和效益开发，孤东
厂从钻井源头设计、工序
衔接、运行协调等9个方
面实施新井投资优化，提

高单井效益产能。“百日
攻坚创效”期间，该厂累
计完钻滚评井位3口、部
署滚评井位3口，审批老
区新井井位36口、投产33
口，各项指标均优于行动
计划。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
孤东厂外闯市场人员倒
流100余人。严峻形势下，
该厂积极开展人力资源
优化追标对标活动，重新
核定各单位本年度用工
优化任务目标，深入推进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工作。
截至6月底，孤东厂新增
项目99个、扩增存量项目
12个，输出人员366人。

在做好“加法”的同
时，孤东厂还从优化管理
性费用及生产环节非必
要性成本方面做好“减
法”。目前，他们对办公
费、差旅费、印刷费、车辆
使用费等管理性费用一
律压减30%，非生产性维
修、四化运维费等非生产
性成本优化压减20%。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
创效已经成为孤东采油
厂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之一。二季度，孤东采油
厂通过侧钻、打通道、同
台井等方式盘活闲置土
地 3 7宗，节约土地成本
132 . 38万元。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纪检工作小组创新“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筑牢党员
干部员工廉洁从业的防火墙。据了解，“线上送廉”发挥新媒体方便、快捷的优势，及时传达上级政策思想、
党纪国法、企业条规及各类业务知识等；“线下讲廉”则以书记、经理带头讲廉洁党课、纪检小组组长给新提
拔基层干部面对面廉洁谈话为抓手，实现纪检小组到哪里，廉洁知识传递到哪里；充分利用“3+1+X”主题党
日廉政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相关知识，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石胜利 摄影报道

打打造造廉廉洁洁教教育育微微阵阵地地

孤东采油厂：

攻坚创效算好“加减法”


	M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