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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滨南采油管理区党支部在开展纪检监督业务工作培训、强化工作量考核基础
上，组织纪检工作小组成员深入各基层班站，对绩效考核分配、站务公开、工会会费使用以及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全力提升纪检监督效能。今年以来，鲁明公司纪委制发了《关于加强改进纪检工作小组建设
的意见》和《纪检工作小组考核办法》，区分规模、根据需要，合理设置基层和机关纪检工作小组10个，严抓
纪检基础工作考核，推动纪检小组教育监督作用发挥，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强 摄影报道

全全力力提提升升纪纪检检监监督督效效能能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周国

庆 ) 面对疫情防控和低
油价的不利局面，胜利油
田临盘采油厂积极转变产
能建设理念，深化油藏经
营管理，加强投资质量效
益管控，不断提高地质工
程一体化运行水平。上半
年，该厂共优化的产能建
设方案 1 3 个，节约投资
6985万元。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
他们将长井段窄条带的油
藏先天不足条件，转化为
有利因素，创新“顺断层、
跨断块，多油层组相互盘
活”的方法，利用单井控制
一个含油断块群或含油条
带，改变了过去“零敲碎
打”的模式，使得产能井具
有滚动井的意义，滚动井
具有产能井的效益。

他们全力开展滚动
建产方案优化工作，将立
体开发理念、集成化规划
设计融于新区建设设计
全过程，最大限度优化投
资；根据已完钻井钻遇情
况，及时调整油藏方案，
有效提高项目符合率、产
能 达 标 率 ，降 低 投 资 费
用；在钻采工程、地面工
程施工中，抓好运行衔接
无缝隙，不仅减少占产周
期 ，还 使 钻 井 费 用 降 幅
15%以上。

百日攻坚有时尽，提
质增效无穷期。临盘采油
厂直面疫情影响和低油
价冲击，坚持算好生产经
营账，探索形成系统化、
常态化创效增收长效机
制，不断增强低油价下的
综合发展能力，奋力夺取

“双胜利”。

临盘采油厂：

优化产能建设方案创效

本报8月12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超君
张欣 ) 7月下旬，采油

生产数据平台显示，GD1-
18-513井日产油量由措施
前1 . 1吨提高到7吨、含水
下降28%。这口低效井的
华丽转身，是胜利油田孤
岛采油厂与专业化公司、
服务商合作共赢的成果。

“全厂2900多口油井
中，有300多口是低产低效
井 ，这 无 异 于‘ 沉 睡 资
产’。”在孤岛采油厂副厂
长张岩看来，它们就像是
一座隐形金矿，需要去发
现、去开采，挖掘潜力。为
此，采油厂决定采取市场
化方式，将开发风险较高
的资源拿出来合作开发，
既提高采油厂资源创效能
力，合作伙伴也能凭借技
术优势获得效益。

4月初，孤岛采油厂对
100口低产低效井在线“竞
标”。“大家都说自己的技
术好、能力强，那我们就真
刀真枪比比看！”孤岛采油
厂工艺所副所长韩鹏把这
100口低产低效井比作“试
金石”，看看到底谁手里握
着“金刚钻”。

位于中一区馆1+2单
元的低效井GD1-18-513，
被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首
批选走。该井储层疏松高
含泥，油稠造成近井地带
堵塞严重，常年低液低效
生产，重新防砂作业投入
大、占井周期长，效果也难
以保证。作为油田微生物
研究领域的“大拿”，工程
院决定采用微生物采油技
术，将原油从岩石表面剥
离，有效降低原油黏度、提
高原油流动性，达到控水
稳油、提高油井产量的目
的。

按照合作共赢、风险
可控的原则，采油厂根据
增油量多少进行结算，多
增多结，少增少结，不增不
结。

白纸黑字一签约，压
力和责任相应增大。“倘若
治理不见效，不但投入的
作业费打了水漂，可能连

‘抢单’的资格也没了。”工
程院技术人员说。而在韩
鹏看来，这其实是倒逼合
作伙伴勤动脑、多用心，实
现效益最大化。目前，治理
后的GD1-18-513井不负
重望，开井后日油直翻6倍
不止，已持续生产30天，远
超预期设计效果。

皆大欢喜的背后是双
方拧成一股绳的坚持。从
方案拟定到确定最终方
案，孤岛厂与工程院反复
论证、不断优化；从作业
施工到效益评价运行，他
们全过程把控，确保施工
过程精细化、施工质量品
质化。

截至7月底，工程院
已推进实施两批同类油
井治理，开井见效7口，日
增油 2 8 . 3吨，累计增油
700余吨。

“ 希 望 通 过 强 强 联
手、合作共赢这种方式，
真正把采油厂长停井、低
产低效井效益提起来。”孤
岛厂副厂长杨晓敏说，采
油厂已上线两批共计200
口低效井供合作伙伴选
择，目前共选取38口、完工
25口，平均日增油4 . 5吨，
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效果。
下一步，采油厂计划与治
理效果显著的合作伙伴继
续开展“打包”合作，扩大
战果，在技术发展、价值引
领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实现
共赢。

孤岛采油厂：

合作开采“隐形金矿”

倒逼之“苦”赢来效益之“甜”
现河采油厂交出一份漂亮的半年成绩单

上半年，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上半年成交油气总量53 . 3487万吨，超计划1 . 2
万吨，挣回经营绩效4300余万元，超额完成了油田下达的目标任务。数字中常蕴深意，这表明，面对疫情的阴
云、低油价的冲击，现河挺住了、保住了、稳住了！只有现河人明白，今天的效益之“甜”源自于2019年末2020年
初的倒逼之“苦”。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常玲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9年岁末，从油田机关回

采油厂的车上，现河采油厂厂长
路智勇眉头紧锁。2020年现河采
油厂的生产经营任务指标已经
下达：完成原油产量107万吨、成
本较上一年度压减了1 . 7亿元，
实现利润900万元，盈亏平衡点
要降至49 . 8美元/桶。

路智勇在心里算着一笔
账，如果要保证每名员工的绩
效工资在 2 0 1 9年的基础上有
25%的增长，按照油田“1+2+2”
绩效考核办法，现河采油厂需
要超缴2 . 69亿元的利润，这意
味着需要超产3万吨，人力资源
创效 1 . 4亿元，资源优化创效
5000万元。

现河采油厂特殊的油藏特
点，每年能实现稳产已属不易，
况且对于一家34年的老采油厂，
设备设施老化，资产优化创效的
空间也是有限的。好在人力资源
相对“丰富”，近几年，通过撤矿
设区、专业化队伍整合、自然减
员等，现河采油厂的员工总数从
近万人减至目前的5000余人。但
要实现创收1 . 4亿元的目标，就
意味着在2020年这5000多名员
工中要有一半人外闯市场。

经过冷静、痛彻的自我剖
析，现河之“难”被条分缕析为

“三个前所未有”——— 盈亏平衡
点下降幅度前所未有，可操作成
本压减幅度前所未有，创效指标
增加幅度前所未有。

如何破解这三个前所未有？
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现河采油
厂党委一班人在思考、在努力。

破解难题的钥匙
他们迅速统一思想，经过深

入讨论研究，现河采油厂决定以
结果为导向，以降低盈亏平衡
点、提高职工收入和提升投入产

出效益比为目标，展开“倒逼”行
动。首当其冲的，是预算管理和
考核体系！

2020年，现河采油厂打破传
统模式，构建起以功能成本为核
心的油藏经营预算管理体系，勘
探开发投入由要素构成变为按
油藏需求支配。他们打包形成5
大类14项费用，科学匹配各项投
入，与产量密切相关的开发投入
要保，与产量不敏感的生产保障
性投入要压。于是，2020年，现河
采油厂生产保障性投入4 . 6亿
元，同比下降1 . 3亿元；开发费用
4 . 7亿元，同比增加2000万元；
预算指标保持三年不变；科研投
入提高到 1 0 0 0 万元，史无前
例……

2020年，被定义为现河采油
厂的“预算元年”。其实，成本结
构之变，反映出的恰恰是经营理
念和管理模式之变。

今年以来，现河采油厂建立
十大内部市场化运行机制，坚持

“自己的活自己干，别人的活抢
着干”；构建内引外联的长效合
作机制，以成本竞争力赢得市场
占有率，以市场占有率换来成本
降低率；从厂领导到机关人员再
到基层员工，分别承揽数额不等
的创效任务，大力营造“创效重
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
创效格局；撤销15个科室部门和
9个直属单位编制，成立机关“九
部三中心”，成为油田开发单位
机关改革调整最彻底、最完善的
一家采油厂；取消科级干部旱涝
保收的奖励制度，其绩效工资与
所在部室或管理区的创效水平
挂钩。

上半年，各管理区人均绩效
对比差额达1 . 7倍，生产辅助单
位人均绩效对比差额达1 . 8倍，
机关九部三中心人均绩效对比
差额达2倍。

想多拿绩效，就去创效！预
算、考核两大体系的重塑再建，
犹如一条鲶鱼，激活了现河采油
厂内生动力的一池春水。现河，
动起来了！

改革破题的总开关
改革破题，从转变观念开

始。现河采油厂党委书记刘洪涛
认为，“思想通，则一通百通！”全
厂5000余名干部职工既是落实
各项改革举措的主力军，更是此
次多项改革的主要对象，能否调
动这支主力军参与改革的积极
性至关重要。

“理念决定高度，高度决定
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路智勇反
复强调，面对发展道路上的种种
难关，必须紧紧抓住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这个“总开关”。

厂党委一班人最先行动起
来，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上
级新要求、新精神，以及“转变观
念，更新理念”160条、机关职能
优化“76条”等，确保采油厂顶层
设计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方向
同步。6月初，采油厂党政主要领
导主动加压，明确规定每周二、
周四为中心组成员的业务专题
学习日，要求班子成员在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要重视并加
强对采油厂各系统业务知识的
相互学习，不仅对自己分管领域
的工作熟谙于心，更对业务领域
外的知识有所涉猎，达到开阔管
理视野、提升综合分析能力、促
进决策过程科学化的目的。

与此同时，面向全厂干部员
工的形势任务教育也迅速展开。
在现河采油厂季度生产经营分
析会上，厂总会计师鞠伟首先用
较大篇幅对参会的干部进行了
一场形势任务教育，这在以往是
没有出现过的。

为及时把形势任务宣讲到
每一名干部员工，现河采油厂将
形势任务教育贯穿到生产经营
活动的始终，并将宣讲组成员扩
大到采油厂领导、各专业领域的
专家和九部三中心负责人。截至
6月底，现河采油厂的盈亏平衡
点从年初的64 . 14美元/桶降至
49 . 05美元/桶，这是自低油价以
来现河采油厂盈亏平衡点首次
降至50美元/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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