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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周国庆
刘冬炎) 今年以来，胜

利油田临盘采油厂深挖老
区存量潜力，分类施策治
理低效井22口，单井日油
能力提高1 . 8吨，单井利润
由负转正，综合含水下降
28%，措施有效率100%，创
效152万元。

根据“三线四区”效益
评价，临盘采油厂有462口
井被划为低产低效井，占
总开井数的19 . 5%，平均
单井利润为负7 . 08万元/
月。由于其中多数油井处
于边际有效区间，是实现
效益开发、老区提速提效
的最大潜力增长点。

临盘采油厂组织技术
人员逐块摸排，采用生产
测井技术找出油井高含水
的生产层，利用封隔器卡
住这些层，治理纵向上各
生产层间开采不均衡高含
水低效油井。目前，已实施
7口，措施后平均单井日油
由0 . 4吨上升至1 . 8吨，平
均含水由9 6 . 5%下降至
73 . 5%，累计增油349 . 5

吨。
对于纵向各生产层都

出水多，但存在未射开潜
力层的高含水低效油井，
该厂采取卡封生产层、补
孔潜力层相结合的措施，
治理高含水低效井7口，措
施后平均单井日油由0 . 4
吨上升至2 . 8吨，平均含水
由98 . 2%下降至67 . 6%，累
计增油591 . 5吨；对于供液
不足但具备提液潜力的低
液低效井，调整生产参数
实现供排协调，已实施的8
口油井平均单井日油由
0 . 2吨上升至0 . 7吨，累计
增油172 . 3吨。

“分类治理的22口低
效井，无论是增油能力、盈
利水平，还是经济技术指
标都较治理前有了质的飞
跃，初步探索出治理低效
井的扭亏创效路。”采油工
艺专家、工艺所所长李淑
芳说，他们将继续总结治
理经验，准确认识断块油
藏纵向非均质性、层间矛
盾，加快其余高含水低效
益井及低液低效井“治
疗”，使其尽快上岗创效。

临盘采油厂：

深度挖潜聚力创效

胜利油田优秀党务工作者、东胜公司潍北采油管理区党支部书记丁波

以“党建之匙”开启高质量发展之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张康 张太郎

当机立断

防疫生产两不误

潍北采油管理区位于潍坊昌
邑柳疃镇，享有东胜公司“南大
门”之称。由于大多数员工家在东
营，2020年春节前，管理区按照惯
例科学制定了节假日值班表，并
储备了充足的生产生活物资，确
保节日期间安全平稳运行。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远离本部的潍北采
油管理区和刚刚担任管理区党
支部书记不足两月的丁波面临
前所未有的考验。“由于管理区
地处偏远、周边没有油田主体单
位，一旦政府部门采取交通管制
等防控举措，管理区人员返岗和
物资运输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油
区甚至会出现大面积停产停井
等风险。”丁波说。

疫情就是命令，必须当机立
断！农历正月初二晚11时，一条
经过党支部研究的决定发送到
微信工作群中：“管理区全体班
子成员、三室一中心主任、注采
站、集输站站长、所有共产党员，
请提前结束春节假期立即返回
工作岗位，确实不能返回的请留
在当地，驻地做为情况通报联系
的基站。以上同志请做好持久战
的思想准备。”

正月初三上午，管理区领导
班子成员和相关员工陆续由东
营返回昌邑驻地。就当东胜公司
发出“各单位工作人员原地冻
结、禁止流动”的管控措施时，一
支由党员干部、技术骨干以及原
有值班人员组成的百人抗“疫”
队伍在潍北采油管理区完成集
结，不仅为疫情防控、生产运行
注入强大动能，更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奠定了基础。

就当大家按照既定任务开
展工作时，丁波则带领综合管理
室员工加班加点详细咨询、统计
在岗员工家庭情况，并对家中有
年迈老人和年幼孩子的员工标
记为重点帮扶对象，指派留守东
营的人员成立互助帮扶小组，定
期到在岗坚守员工家中走访慰
问，送去蔬菜、食品和防疫物资，
让在岗位坚守的员工吃上“定心
丸”，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

1月30日，油区驻地昌邑市
夏店镇西高戈庄，村民姜某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该村距潍北采油
管理区柳疃办公楼仅2公里有
余。警报再次响起，为了尽可能
规避员工与外界接触降低感染
风险，管理区升级管控防疫措

施，同时丁波多方协调筹措，建
立起管理区内部快递代收、生活
百货代销点，会理发的员工还开
办起免费理发室，为管理区干部
员工提供服务，防疫隔离观察区
也同期构建完备。

在全面解除管控措施前，潍
北采油管理区干部员工坚守岗
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
产经营，通过内部挖潜、优化运
行，实现了员工“零感染”、安全

“零事故”、生产“零躺井”、销油
“零滞后”的多赢局面。

围绕主业

筑牢攻坚创效堡垒

上半年，油气生产单位受疫
情防控和低油价影响，效益发展
压力不言而喻。如何通过机制变
革，实现提质增效升级？如何提
高各类风险的防控能力，确保管
理区生产经营平稳运行……这
一直是丁波和管理区领导班子
成员反复研究的话题。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
个小组就是一块阵地、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3月底，中国石化
发出“百日攻坚创效”行动的号
令后，胜利油田、东胜公司相继
作出工作部署。针对潍北采油管
理区工作实际，丁波带领班子成
员精准读题、科学研判，确定了
以“提质增效”为核心要务，以

“立足长远抓当前，化危为机补
短板”为关键，打好“基础管理、
基础指标、基础设施、基础保障”
四个基础的发展思路。

同时，他们制定了“以联责
联建联动为支点、以高技能人才
工作室为支点、以基础指标提升
为支点、以绿色基层提升为支
点、以项目组运行为支点”的

“12453”工作计划，成立了开发
夯基保效、精细运营创效、监督
激励保效、党建引领提效四个工
作组，由管理区领导班子成员担
任组长，党员、技术骨干按专业
特长编入小组，在油藏经营管理
各环节建立起党员带头、骨干聚
力攻坚创效的堡垒。

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中，
管理区建立起百日攻坚创效运
行大表和各组目标任务进度表，
各工作组制定任务书、设定计划
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并且每
周对各组设定的“工作计划线”
进行检查核实，根据完成情况如
实标记“实际完成线”，使每个工
作组均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
监督、有考核，确保每项工作扎
实落地；实施“联责联建联动”党
建责任体系，党员责任区、承包
班站、分管项目如有未达标情
况，分管的班子成员要一并承担
责任。

针对采油环节电费居高不

下、井筒加热电费占总电费67%
的现状，精细运营创效工作组将
节能降耗作为主攻方向，累计调
参50余井次，工况指标保持在
98%以上。同时，他们实施“瘦身
计划”，加装分控电表、加装稠油
中频电加热自动启停控制装置，
从而严控生产耗能。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潍
北采油管理区提液单耗由61 . 91
度下降至47 . 91度，同比节约生
产耗电46万度，缩减电费支出34
万余元；油藏自然递减率、检泵
周期、机采效率等考核数据也持
续向好发展，上半年超额完成考
核利润515万余元。

心系员工

打造健康温馨家园

走进潍北采油管理区，20多
种绿植花卉扮靓了院落，生态井
场风景如画，员工动手绘制的绿
色企业创建主题彩绘墙和宣传
标语，让办公院落的绿色文化氛
围愈加浓厚。

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丁波
花了不少心思。工作之余，他总
是到班站驻点、工区场院转一
转，并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
写画画。起初员工们有些紧张，
担心领导是来“找茬”的。然而这
些担心，随后就被管理区工作生
活环境发生的新变化抹去。

据了解，管理区干部员工一
年有250天以上工作生活在这
里，为保证大家能以阳光积极的
心态和健康充沛的精神状态投
入到工作中，丁波着手构建以

“住在温馨公寓、吃在健康食堂、
走在文化广场”为核心的“居家
式”工作环境，为干部员工打造
温馨家园。

“红烧肉用豆腐搭配更入
味”，“年轻人多，鸡蛋换个花样
做成蛋挞。”食堂里，健康温馨的
用餐环境让员工吃得舒心，餐桌
上美味的菜肴、香喷喷的面点，
充满了家的味道。

不仅如此，丁波还想着法儿
地丰富大家工余文化生活，红色
电影周、亲子开放日、全民健身
等系列活动轮番开展，让队伍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心里
就应该装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装
着员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丁波说，下一步，他们将坚
持党建引领、持续攻坚创效，以
深化QHSSE管理体系建设为根
基、以深化绿色基层提升为抓
手，打基础、补短板、抓重点、谋
发展，做好潍北自己的事，多做
实事，真事，好事，管用的事，利
长远的事。不断巩固和提升管理
区油藏经营创效能力，努力向公
司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用制度管人，用
文化管心。”胜利油田
东胜公司企业文化副
总监、潍北采油管理
区党支部书记丁波认
为，这是做好党建思
想文化工作的一把钥
匙。他将20多年的党建
思想文化工作经验融
入潍北采油管理区的
工作实际，严格各项
管理考核制度，带领
广 大 干 部 员 工 立 下

“军令状”、耕好“责任
田”，推动各项生产经
营指标持续向好，实
现疫情防控和攻坚创
效双胜利。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明

月) 近日，由中石化石油
工程建设公司胜利油建公
司承建的泰国国家石油公
司重点工程——— 五号线输
气管线工程一期项目主线
全线贯通，为管线沿途发
电厂等用户提供稳定的天
然气保障。

自2018年1月23日进

场施工以来 ,项目部在保
证质量、工期、安全、文明
施工的前提下，通过绩效
考核、组织劳动竞赛和落
实责任管理等措施，充分
调动全员抢进度、抓质量、
重安全，实现了项目优质
高效运行，焊接一次合格
率达到了99 . 19%，超过业
主要求的98%，并刷新多
项施工纪录。

胜利油建公司：

承建的重点项目全线贯通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雪

龙) 近日，高中考一经结
束，胜利油田鲁明公司纪
委第一时间下发《关于禁
止党员领导干部以操办子
女“升学宴”为名借机敛财
的通知》，给党员领导干部
操办子女“升学宴”定下

“五条铁律”，真正做到早
提醒、早防范，进一步营造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
好政治生态和管理生态。

“五项铁律”瞄准违规
操办、超标准超范围操办、
借机敛财等问题，包括禁
止使用公款、禁止超标准
超范围分期分批大操大
办、禁止接受红包礼金借
机敛财、禁止转嫁应由个人
支付的子女入学费用、禁止
使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等，
从源头把好廉洁关。

目前，各纪检工作小
组通过主题党日、短信提
醒等方式，把通知要求传
达到个人、落实到人头。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五项铁
律”跟得紧、抓得准、切中
要害，有利于引导大家养
成遵规守纪、廉洁持家的
好习惯。

今年以来，鲁明公司
纪委牢牢把握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加强统筹
谋划，强化顶层设计，积
极构建党委全面监督、纪
委专责监督、部门职能监
督、职工民主监督、纪检
小组靠前监督的“大监
督”体系，基本建成了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的立体
化监督责任体系，有力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
纵深发展。

鲁明公司：

“五条铁律”严管“升学宴”

丁波与员工搭建防汛演习围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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