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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化化党党风风廉廉政政建建设设

桩西采油厂：

流程优化推动降本增效

9月7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组织召开党风廉洁警示教育报告会，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领
导干部履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强化廉洁风险防范等四个方面，引领全员坚定理想信念，做全面从严
治党的忠实践行者。今年以来，该公司通过开展党纪法规答题、廉政警示教育、廉洁自律承诺亮诺等系列党
风廉政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持续改进作风、提高执行力，大力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孔继发 摄影报道

少产采出水就是创效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坚持两手抓、两手
硬，高质量实施“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全力推动持续攻
坚创效上水平。“攻坚创效中，我们坚持从采油、集输、注
水等方面全方位系统思考、优化运行，最大限度减少无
效消耗，在全系统中实现节能降耗。”桩西厂副厂长王继
强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程秀坤 王丽华

以奋斗者为本 以价值创造为尊
“重基层、重担当、重实绩”，地面工程维修中心着力选拔带队“奋斗者”

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成立两年多来，东辛维修服务部的服务保障能力和经营创效水平，始终位
于12家基层维修服务部最前列。在今年7月份组织的竞聘中，东辛维修服务部经理杨宏春被提拔为副总师，
兼任东辛维修服务部经理。据了解，在这次竞聘中，有包括杨宏春在内的4名业绩优秀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
人走上副总师岗位，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领员工群众当好中心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洪颖

把奋斗者选出来

“培育维修专业化发展新动
能，持续提升中心保障支撑主业
和经营创效能力，首先要把勤奋
敬业的奋斗者选出来，团结带领
大家干事创业。”谈及此次干部
选用工作，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党
委书记、副经理冯金忠说，“选用
干部是大事，只有坚持用实绩说
话，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基于这一认识，地面工程维
修中心党委把政治标准作为第
一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注重以事择人、人事相宜，突
出“重基层、重担当、重实绩”，把

“奋斗”体现在选人用人中，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提升综合素质，
调动大家担当作为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干部队
伍平均年龄47 . 8岁，年轻干部少、
高学历干部少。今年以来，他们
在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华为工作
法”“华为讲管理”等知识的基础
上，借鉴华为经验，突出“以奋斗
者为本，以价值创造为尊”，对干
部实行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
的全方位考察评价，确保选人用
人质量过硬。

“我们动态考察干部日常表
现、关注关键时刻的担当作为，
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多方印证、
整体研判，确保提拔任用的每一
名干部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奋
斗者。”地面工程维修中心人力
资源(组织)部主任郑才军说。

既接地气又提士气

中心成立两年多来，地面工

程维修中心党委融合依法合规、
安全生产、技术发展、队伍稳定等
因素，深化干部日常考核考察，全
面掌握干部平时的真实情况，加
强综合分析研判，提高选人用人
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信度。

他们着力选拔在深化改革、
精益管理、勇拓市场、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维护稳定等工作中敢
担当、善作为、业绩好的干部，营
造让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大展
身手的良好环境。

“奋斗的过程+奋斗的结果+
奋斗的业绩”，让选拔任用的好
干部不仅“接地气”，而且提士
气。

在组织考察东辛维修服务
部管网维修三站地面维修工程
主管师董建军时，班站荣获山东
省“工人先锋号”、完成的施工

“简直就是艺术品”等评价，成为
职工口中的高频词。“我们班站的
施工及时率、一次施工合格率、服
务满意率全是100%，人均创效在
服务部月月第一，支撑保障坚强
有力，应急抢险分秒不误。”管网
维修三站的职工向带队奋斗者齐
竖大拇指。

在基层墩苗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
磨。”郑才军说，使用就是最好的
培养，“要注重在基层‘墩苗’，把
年轻干部放在‘热锅’上历练。”

他们把想奋斗、愿奋斗的优
秀年轻干部放在艰苦环境、吃劲
岗位，紧紧抓住完成急难险重任
务、应对突发性事件等时机，考
察他们思想道德方面的表现，摸
清摸透关键时刻的情况，锻炼提
升组织指挥、以身作则、处理棘
手问题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去年
以来，该中心先后选拔任用40岁
以下年轻干部7名，其中6名都在

基层任职。
实干的奋斗者不仅提振了

精气神，还带出了“硬核”担当。
2018年12月，地面工程维修中心
探索实施“业务大包”服务模式，
负责承揽任务的滨州维修服务
部经理陈义贵认为，“首次试航
毫无经验可循，但我们必须要打
响这第一炮。”

谁敢接这“烫手山芋”？“我
以前干过采油工和维修班长，有
扎实的维保技术和多年管理经
验。”滨州维修服务部管网维修
四站站长房风军勇敢成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他带领21名鲁
丰维保项目组成员迎难而上，优
质完成甲方井场“三标”管理、管
线抢险修和机泵维保等承揽任
务，以出色的表现被评为胜利油
田劳动模范和中国石化优秀共
产党员。在今年举行的滨州维修
服务部基层副职选拔中，房风军
以“高票”被推荐当选。

“中心党委把政治坚强、本
领高强、意志顽强的优秀干部选
出来，用在‘刀刃’上，为提高经
营创效能力、支撑中心可持续发
展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冯金
忠说，为保证选人用人风气风清
气正，该中心党委把公正用人、
精准科学、全面从严等要求贯穿
落实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
加强选人用人信息的公开公示，
确保中心人人知情；强化纪委监
督和跟踪问效，保证带队奋斗者
靠得住、过得硬、能放心。

地面工程维修中心重用“奋
斗者”，不仅凝聚了全员奋斗动
力，激发干部职工的创效热情，
还使年创收能力由成立之初的
0 . 88亿元增加到1 . 82亿元；百日攻
坚创效行动中，该中心实现内部
劳务收入0 . 8亿元，全面完成了百
日攻坚创效任务，支撑主业和经
营创效能力明显增强。

长堤油田是桩西采油
厂所辖的一个边底水油田，
含水高、能量充足，日产采
出水2 . 7万立方米，在保持
原油开发稳定的同时，控制
住采出水数量是长堤油田
实现效益开发的关键。

“关停一部分无效油
井是降低液量的重要手
段，但哪些井要关，效益说
了算。”王继强认为，所有
的高含水井并不是一关了
之，而是需要通过科学论
证、采取措施降液稳油，

“一口井涉及的所有层位
中，哪些层有效益就开发
哪些层，效益层位多就轮
流开发，如果都没有效益，
就要暂时关停了。”

今年以来，桩西采油
厂以“三线四区”效益评价
系统为平台，加强特高含
水单元、低产低液断块单
元、低产低液低渗单元的
分析研究，暂时关停了无
效高含水井44口，日减少
液量7091立方米，节约电
费240万元。

液量少走弯路就是创效

采油管理二区注采
202站北侧区域油井由于
历史原因，需要进长堤接
转站进行油水初步处理。
但是，从距离上而言，这
些油井液量到桩一接转
站处理路程更近。

今年以来，桩西采油
厂对这些绕道而行的油
水井管线进行优化调整，
实现了油水井路径最近、
途径最佳。生产管理部副
主任刘洪见说，他们根据
不同区域、不同流体类型
设计了多套改造方案，通
过增量效益和项目安全

环保等综合评价分析，最
终确定科学合理方案实
施。桩西采油厂对注采202
站北侧油井铺设了近5公
里的玻璃钢管线，将原进
长堤接转站生产的24口油
井输送至桩1接转站，缩短
油井液油输送距离近2公
里、缩短污水输送距离近3
公里，优化减少高单耗注
水泵开泵2台。

今年前9个月，桩西采
油厂共对24处油水井管线
进行优化施工，减少油水
管线7 . 8公里，节约投资
195万元。

短流程注水就是创效

按照生产流程，油井
开发出来的采出液通常会
先进入接转站，经过初步
油水分离后，再输送至联
合站进一步处理，处理合
格的采出水再返回到各管
理区注入地下。

“一立方米采出水每
少走一公里，可以节约成
本0 . 55元。”王继强说，近
年来，为提高接转站的液
量处理能力，桩西采油厂
按照“水从哪里来到哪去”
的理念，进一步加强接转
站水处理系统建设水平，
不仅减轻了联合站的液量
处理压力，还能通过缩短
流程提高创效水平。

采油管理二区桩1接
转站，是桩西采油厂处理

液量最多的接转站，每天
处理液量2 . 7万立方米。实
施接转站液量处理能力提
升工程后，该站每天可处
理采出水1 . 9万立方米，每
天需要输送到联合站处理
的液量仅为0 . 8万立方米；
采油管理三区桩104接转
站，通过流程外输到桩121
注水站后，采取大罐沉降
等措施，待水质达标后进
行回注，日分水量将至0 . 4
万立方米……

目前，桩西采油厂已
建成分水站5座，日分水量
3 . 5万立方米、分水率80%，
吨液处理费降低0 . 12元、
吨水处理费降低0 . 32元，
年节约运行费用1 1 1 6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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