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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提高氯气泄漏应急处置水平，胜利油田供水分公司与应急救援中心共同组织“氯气泄漏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13个基层单位60多名安全管理人员现场观摩。演练中，模拟工作人员巡检中发现氯库内氯气浓度
超标，判断为氯瓶瓶体穿孔，应急救援中心和120急救中心接报后迅速到场支援，最终联合完成抢修救援工作。
据了解，氯气是制水环节用于杀菌消除的必需品，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瓶体的安全管理工作面临挑战。通过这
次实战化演练，不仅有效提高了员工标准化作业能力，也为双节期间优质安全供水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彬 田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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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装备管理中心：

获经典案例示范单位称号

从谈“搬”色变到闻“迁”不惊
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实施“渐进式提升”工程，推进风险销量减级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彤 陆雪

突出系统性

由点到面强化风险管控

“只有加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
推进，改变传统的安全风险管控
模式，才能更好地固根基、补短
板、强弱项，实现质量、速度、效
益、安全相统一。”注汽技术服务
中心经理陈军道出了实施“渐进
式提升”工程的初衷。

注汽业务具有“高温高压”
“易燃易爆”“搬迁频繁”等特点，
如何守住安全红线，事关注汽技
术服务中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以关键环节隐患治理为核
心，通过日常排查、专业检查、
综合督查机制，从而提高安全
管控的有效性。”中心安全总监
赵延茂说，注汽技术服务中心
安全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如何
从战术管理上升到战略管理，
实现安全管理全覆盖、全岗位、
全设备，成为提高安全本质化水
平的突破点。

为此，注汽技术服务中心按
照“更安全、更科学、更经济、更
高效”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创
新实施“渐进式提升”工程，将注
汽站划分为电力、燃气、给水、注
汽、加药、空气6个大系统13个子
系统，实现全系统标准化、模块
化、集约化和信息化。

按照“渐进式提升”工程规
划，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将在2020
至2022年，分别以20%、30%、50%
比例完成渐进式提升，达到经济
技术指标、生产效率、行业领先
班站提升，风险永久消量减级、
设备设施减少、员工劳动强度降
低、污染物排放降低的“三升四
降”目标。

突出集约性

删繁就简消减风险存量
谈搬迁而色变，是注汽一线

员工的真实写照。据了解，注汽
技术服务中心年度锅炉搬迁870
井次，搬迁现场涉及起重触电、
高空作业、高温高压、物体打击
等10类危害因素，且设备设施繁
多，机动性差效率低下。

繁杂的工作流程和随之产
生的危险源总是让人头疼不已。
12月10日，现河注汽项目部注汽
3站站长张利军在H12炉搬迁现
场，看着历时一年改造后的注汽
锅炉，感慨地说道：“这一年的提
升，让我们从谈‘搬’色变到闻

‘迁’不惊。”
张利军口中的“改造”，便是

注汽技术服务中心针对“现场隐
患出现次数多、风险大、急需处
理”的现实情况，从生产运行环
节到安全管理细节，对400项节
点逐一梳理，制定的第一批渐进
式提升计划——— 活动注汽站集
约型改造。

作为首台集约型改造锅炉
试点，该中心对H12炉共实施了
排污池盐池合并、优化设备流程
打通巡检通道、更换锅炉液压支
撑腿等各环节节点改造升级。同
时，推广除氧器真空负压自吸加
药，利用水嘴反作用力加水时搅
拌药剂，安全风险逐步降低，工
作效率显现提升。

在优化整合的同时，技术人
员通过选型，将供水管线从重约
100斤的橡胶管线改为重量仅40
斤的透明胶管，两位女职工就能
轻松扛起。提起这个小小的改造
升级，女工白桂荣不由自主地赞
叹。

截至目前，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已完成10座注汽站渐进式提
升，活动注汽现场设施设备由“2
+10”改成“2+6”，工作环节从96
项减少到74项，搬迁时间从6小
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

突出前瞻性
主动出击实现本质安全

如果说，集约型改造是注汽
技术服务中心“育新机”的战术
操作，那么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则是他们着眼未来发展和变化

的“育先机”战略。
“每次锅炉搬迁吊装的12个

潜在危险源都不容小觑。”中心
副经理赵学展一边翻看着历年
安全生产大数据报告，一边说
道，“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与事
故隐患抢跑。”为此，注汽技术
服务中心提出了注汽施工“三
不”目标，即“不吊装、不登高、
不动火”，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向隐藏在直接作业环节中的安
全隐患发起正面挑战。

第一个“挑战”对象便是赵
学展提到的搬家过程中烟囱的
吊装作业。他们在注汽锅炉烟
囱自动升降环节狠下功夫，以
最新改造的高干高效锅炉为改
造目标，制定了适应于11 . 5吨
和15吨设备烟囱的自动反转方
案。改造完成后，免吊装、全自
控的烟囱翻转装置彻底让人工
操作吊装环节成为历史，将安
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育先
机”式的安全管理理念在全中
心干部员工心里产生了蝴蝶效
应。

四季度，注汽技术服务中
心QHSSE管理督查部收到了各
项目部提出的注汽管线补偿器
需要多次吊装、吸风罩拆安登
高等安全隐患后，迅速组织技术
攻关课题，形成了设备改造升
级、安全隐患销项合力，为持续
强化安全基础管理，推进绿色企
业行动计划，推动质量进步、标
准提升“育先机”“抢先机”。

“要想解决部分员工对安全
生产存在的抵触情绪，就要提高
员工参与率。”陈军认为，只有让
全体员工切身感受到渐进式提
升带来的成效，才能引导员工进
一步转变观念，融入安全生产各
个环节，这才是推动“渐进式”提
升工程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抓住创新驱动战
略，高质量实施以风险销项和
隐患治理为根本的渐进式提升
工程，为打造高质高效油藏经
营综合技术服务商奠定坚实基
础。”陈军说。

注汽操作间地面流程优化精简450米、14个注汽系统中的48项潜在危险源进行了治理提升，注汽单站潜
在危险源平均减少83项，风险永久销量减级12 . 6%，锅炉搬迁时间从6小时缩短到4小时……胜利油田注汽技
术服务中心实施“渐进式提升”一年来，交出了一份风险管理合格答卷。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董呈

彬) 近日，2020年中国设
备管理大会在西安举行，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物资装
备管理中心申报了“从装备
物联网建设着眼推进两化
融合”项目，由此获得经典
案例示范单位称号，系中石
化系统唯一获此殊荣单位。
此外，他们选送的论文和金

点子发明项目还获得7个特
等奖、12个一等奖、18个二
等奖。两年来，物资装备管
理中心瞄准装备管理信息
化、自动化趋势，持续推进
装备升级改造和技术创
新，形成了248项设备管理
论文和成果，有效提高装
备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
水平，为公司持续攻坚创
效提供坚强保障。

胜利发电厂：

全力以赴保供暖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育涛
徐海荣 ) 冬季供暖以

来，胜利油田胜利发电厂
从每一项操作、每一个经
济指标、每一次调度指令
抓起，全力以赴确保供热
设备平稳运行。目前，油田
一级管网总供水量15000
吨/小时，集中供热供水温
度108℃。

受一级网老化、运行
工况复杂多变等因素影
响，今冬集中供热形势异
常严峻。为保障油城居民
度过暖冬，胜利发电厂热
力运行部不断加强运行人

员基本功训练，尤其是针
对以往冬季集中供暖中的
突发事件，组织各运行班
组开展“首站6KV母线失
电”、“一级网泄露”、“单机
甩供热”等应急演练，提高
操作人员应对突发性事件
的应急处理能力。

同时，各运行班组主
动加大现场巡检力度，按
照值长统一调度，及时优
化系统运行方式，发现并
处理热网首站循环水回水
过滤器传动装置、热网首
站补水流量变送器等设备
缺陷，保持热力系统最佳
运行状态。

济北采油管理区：

油井升温气源有保障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
在冬防保温工作中，胜

利油田鲁明公司济北采油
管理区以优化气网、湿气
干化和加密动态监控为抓
手，让充足的气源保障油
井升温，实现冬季生产效
益运行。

作为老油区，油井液
量低、含水高都会导致气
源不足，加上油井间距大、
气源共享难、设备老化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管
理区冬季效益运行。“冬季
油井升温保证不了，不仅
会导致干线压力升高影响
产量，还容易因管线冻堵
带来安全环保隐患。”生产
指挥中心主任彭伟说。

针对上述难题，这个
管理区在近年气网改造的

基础上，再一次对气网进
行优化，决定将气源集中
输送到联合站，再通过联
合站分离器干化后输送到
各个加热点。

“过去伴生气直接进
入加热炉，由于气体中含
有水汽，燃烧时难免会产
生黑烟。如今，不仅气源更
加稳定可靠，经过湿气干
化后的天然气燃烧更加充
分、油井升温效果持续提
升，也避免产生黑烟。”注
采四站站长李勇对新模式
带来的变化感触很深。

结合天气变化，济北
采油管理区还通过加密低
液井动态监控等举措优化
气量供给，防止出现气管
网憋压、抽空等现象，确保
各升温降压节点的温度、
压力均优于生产要求。

纯梁采油厂：

组织业务公开培训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高爽 )
近日，为提升基层业务

公开工作水平，胜利油田
纯梁采油厂组织9个职能
部门、3个直属单位和13个
基层单位，开展经营管理
业务公开工作培训，全面
解读《胜利石油管理局有
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经
营管理业务公开实施办法

(试行)》，并就公开形式、公
开范围、公开内容、公开时
限等进行再部署。

会议要求，采油厂各
部门、单位要提高认识，确
保业务公开工作扎实推
进；各单位纪检工作小组、
党支部纪检委员要认真履
行好监督责任，对发现的
不公开、假公开、公开不到
位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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