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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检测中心设备监测站张广会：

为发展注入红色“源”动力

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海洋钻井公司刘东章：

27年，从技术新兵到技能大师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为

树立奋斗目标

为日后工作打牢基础

1993年，从技校毕业后，刘
东章来到海洋钻井公司工作。当
时胜利海上油田实现年产油10
万吨，海洋钻井公司迎来了全新
的发展时期，为他们这批刚入职
的技能新兵提供了很好的发展
平台。

“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在
校期间就爱琢磨、爱动手、喜欢
挑战的刘东章给自己树立了新
目标。但没想到的是，一上平台
他就遇到了“拦路虎”。学校学的
是国产190柴油机，平台上是美
国的CAT系列柴油机，两者差别
甚多，而且大部分技术资料都是
英文的，学习起来难度不小。

不懂就学，困难没有难倒
他，反而成为他学习的动力。为
了能看懂这些技术资料，他开始
自学英语。当时学习英语的条件
有限，没有互联网，更没有便捷
的工具，刘东章就买了英文字
典、英文书籍，不管是在平台上
还是倒班回家，这些资料总是不
离左右。

遇到生涩难懂的词汇，刘东
章就跑到柴油机房一一对照，有
时候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机器
噪声很大，每次走出来他都头晕
耳鸣。遇到字典里查不到的单
词，刘东章就一头扎进石油大学
图书馆，或者去旁听专业的英语
课程，借机向专业教师请教。几
年下来，他学习用的稿纸摞起来
有一人多高。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刻苦学习，他深刻了解了
CAT系列柴油机相关的技术信
息，为日后正确操作、维护保养、
故障维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平台顶驱故障报
警，无法正常工作。刘东章凭借
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液压知识很
快从英文图纸上找到了故障报

警位置，从而快速排除故障，保
障了安全生产。

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
间，先后翻译了美国离心机、加
拿大海水淡化装置等共计30余
万字的各类英文技术资料，为其
他同事提供了借鉴指导。

开展技术攻坚

多项成果应运而生

在老师傅眼里，刘东章有一
股子钻劲儿。平台柴油机原冷却
方式为风冷，冷却效果达不到要
求，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有可能
造成经济损失。细心的刘东章留
意到这一情况后，白天扎进机房
观察，晚上熬夜查资料、画图纸、
写方案，利用海水作为冷却介质，
以水冷代替风冷的柴油机冷却系
统应运而生。成果应用后，单平台
年可节省燃油150吨，动力可靠性
和经济性得到大幅提升。

初获成功的他一发不可收
拾，先后完成CAT3500柴油国产
空滤技术改进、机滤国产化研制
应用、海水淡化装置技术改进、
平台拔桩腿技术改进、平台水下
检验代替坞检、挠性落鱼打捞工
具设计等设计发明与技术改造
百余项，总结出了一套适合海上
生产的CAT柴油机操作维护保
养方法，提出设备、安全等合理
化建议300余项，取得省部级成
果13项，国家专利43项，发表论
文20多篇。

2011年，良好的英语基础和
扎实的设备操作管理技术让他获
得随胜利十号平台远赴波斯湾打
井的机会。这一次，他从司机长岗
位走到了机械师、操船师岗位。

BS-14H完井后移位过程
中，平台桩腿入泥达25米深，先
拔哪一条桩？如何冲桩等一系列
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为了确保万
无一失，他在拔桩之前就做足了
功课，制定了详细的部署和计
划，经过53个小时连续奋战，完
成了胜利十号平台在波斯湾的
第一次拔桩、移位、插桩、预压和
压载作业，比该海域最快记录提

前4天，多创效益14 . 4万美元。
期间，他边学习边研究边探

索，逐渐掌握了钻井、定向、试
油、作业、固井、酸化压裂以及直
升机和船舶等相关专业的日常
交流英语，与英国、伊朗、委内瑞
拉和亚美尼亚四国5位船长紧密
配合，安全顺利完成了18次平台
拖航移位作业，接来送往船舶、
直升机3000余次，外方人员5000
余人次,指挥吊装货物数万吨；配
合完成平台在波斯湾的水下特
检工作，节省成本1500余万元。

发挥团队力量

东章工作室“开花结果”

作为行业带头人，刘东章常
讲，个人能力再突出，能解决的
问题也是有限的，但团队的力量
是巨大的。2014年，海洋钻井公
司成立东章工作室，以问题为导
向，把大家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
作为攻关项目，共同把脉解决。
刘东章带领成员成立多个专业
协作小组，把减轻劳动强度、促
进安全环保、搞好清洁生产、落
实节能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益等
作为课题，开展技术攻关、技术
难题会诊，从而提出合理化建
议。目前，已完成革新创效成果
40余项，其中，29项在该公司和
胜利石油管理管理局有限公司
获奖，20余项成果在钻井平台推
广使用。

不仅如此，他们依托东章工
作室，大力开展员工培训和技术
交流。参与编写审定的《柴油机
技师轮训》《涉外录井英语》《百
思通达系列涉外英语》等培训教
材及《IADC钻井日报表的填写》
中石化远程培训课件成为员工
培训的经典教材。同时，他们开
展名师带徒活动，在各类比赛中
获奖30多人次，25人取得技师及
以上职业资格，多人走上关键岗
位成为岗位骨干。刘东章先后21
次担任集团公司、石油工程公司
等各类业务技能竞赛裁判和教
练，经常应邀授课，传授专业知
识和国外工作经验。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海洋钻井公司刘东章扎根一线27年，脚踏实地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成长为
中石化技能大师。他始终坚守初心和梦想，攻坚克难，创新不止，完成100多项设计发明与技术改造、获得43
项国家专利，发表20多篇专业论文，编撰多部员工培训教材、多次担任集团公司、石油工程公司等各类业务
技能竞赛裁判和教练，曾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首席技师、中石化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

1100条条““军军令令””保保安安全全度度汛汛

近日，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滨南采油管理区组织汛期应急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提高管理区应
急能力。进入汛期以来，该管理区在快速完成应急物资清查、整合、补缺工作的基础上，下达涉及防洪防汛
管理体系、现场危险地段巡查、黄河水位报备等内容的10条“军令”，夯实管理区、基层班站、现场岗位的三级
防汛应急基础。同时，他们开展汛期安全生产培训30余次，重点对防洪防汛基本知识和技能、敏感区域溢油
应急处置方法、大面积停电后快速恢复生产等进行讲解，有效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应急能力。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强 摄影报道

设备监测站成立于
1998年，主要负责钻修井
设备、特车高压管汇、井控
设备、润滑剂检测及设备
状态监测及故障诊断，年
检测量达3000余批次/台
次。

张广会在多年的工作
中深刻体会到，要让员工
在艰苦的环境下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基层领导班
子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
念，当好了解群众的有心
人、帮助群众的热心人、关
爱群众的暖心人。他常说：

“群众心中有杆秤，我们只
有赢得群众的认可，群众
对我们的工作才会更加理
解和支持。”平时，无论站
上谁家有婚丧嫁娶或者遇
到困难等，张广会都会及

时进行家访，让员工时时
刻刻都能够感受到党组织
的关怀。

随着设备监测站外闯
市场力度不断加大，业务
范围也由油田内部逐步扩
大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这就意味着员工一年中有
多半的时间要在外地度
过，这期间小家庭难免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为了消除员工的后顾
之忧，张广会在站上创建
了“家园联系卡”，详细记
录着每位员工家庭的楼号
和电话号码，不论谁家遇
到困难，打个电话站上就
会第一时间出手相助，虽
说解决的大多是家中的一
些细碎琐事，却温暖了员
工的心。

在同事眼中，他是基层站所创业奉献的带头人，是求
实创新的实干家；站里挂满墙壁的各种奖状和奖牌，是他
带领员工拼搏奋斗的见证……他就是胜利油田技术检测
中心设备监测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张广会。

“我很荣幸，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奉献给这里。”在
设备监测站工作22年来，张广会凭借优异表现，多次获得
油田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三基”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党务
工作者荣誉称号，并于2016年获得中国石化“优秀党务工
作者”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文学 胡晓峰

以人为本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勇于创新

促进员工成长成才

面对深化改革发展的
新形势、新要求，张广会和
班子成员大力倡导人人学
习、勇于创新，最大程度挖
掘员工潜能，共同推动设
备监测站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一直以来，设备监测
站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
作，并建立了一套有利于
激发技术人才积极性和创
造性的考核机制，创新实
施了“项目负责制+量化考
核”的绩效考核管理法。实
施项目负责制，公开竞聘
项目负责人，不仅有效激
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与干
劲，还给发展潜力大的员
工压担子，给他们施展的
空间和平台，让他们在岗
位上得到锻炼和成长。
与此同时，张广会还主导
采用“导师带徒”“互助式”
等培训模式，让员工培训
从“单向传输”向“双向互
动”转变，并通过不间断地
技能培训和比武，培养复
合型人才。

为了发挥红色引擎作
用，设备监测站党支部创
新实施“四个一”工作法：
保持一盘棋协作，支部班
子成员勇于担当，敢于作
为；保持一股劲的毅力，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
面旗帜；保持一团火的热
情，扎实开展三基创建工
作，夯实单位长远发展根
基；保持一家人情感，打造
和谐团队，凝聚发展力量。

结合设备监测站工作
实际，张广会带领党支部
成员通过实施党员先锋指
数评价、党员形象听证会、
民主评议、绩效考核等多
项考核，对党员进行综合
评价，实现了党员自评、党
员互评、群众参评、支部考
评的党员考核体系。

在此基础上，他们创
新实施设备监测站党员形
象“十好”标准评价表，以
此作为规范党员言行、检
查党员工作、评议党员优
劣的依据和标准，激励党
员奋发进取、争先创优，在
各自岗位上积极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

在张广会和班子成员
的不懈努力下，设备监测
站年创收达2000万元以
上，并多次荣获胜利油田
文明集体、先进党支部、工
人先锋号、金牌基层单位
等荣誉称号，党支部多名
党员荣获胜利油田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其中李向东
同志被评为中国石化劳动
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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