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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攻坚创效，胜利工程超额完成生产经营指标任务

迎难向前，尽显胜利铁军本色

迎风而行 牢不可破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的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有一个看似顺利的开局：
2019年底扭转多年连续亏损的
被动局面，实现经营性盈利。然
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肺炎
疫情裹挟着油价暴跌，带来的
冲击让人始料未及。

“石油工程队伍的特点就
是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性强，公
司国内市场员工分布在15个省
份，海外市场项目涉及11个国
家1500多人，其中中方员工700
人左右。”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市
场运行管理部市场开发副总监
兼市场规划科科长廖永雄说。

2 . 5万名员工，胜利工区之
外占到20%；人员流动摸排管
控范围涉及19家二级(直属)单
位、25家改制企业，涉及干部员
工家属10万人！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迅速成
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设立5个
工作专班和境外疫情防控指导
组，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

疫情开始后，承担人员流
动摸排工作的廖永雄和同事们
在办公室连续住了一个月，曾
创下不眠不休、连续作战61个
小时的纪录。从疫情开始到现
在，他的电脑上存放着各类疫
情防控通知、办法上千份，人员
流动排查信息、报告汇总资料
达14G。

境内疫情管控有力，境外
疫情防控成为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最深的牵挂。6月初，西非几
内亚湾，当地疫情快速蔓延。李
恩朋任平台经理的新胜利一号
平台不仅面临着严峻的抗疫压
力，甲方对生产进度不断施压。
平台用43天有效防控疫情，70
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壳牌尼
日利亚项目第一个实现复工复
产的钻井平台。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物资
关怀到位！科威特国家石油公
司高级总监到胜利石油工程公
司科威特项目部检查时，对中
方疫情防控35条措施高度赞
扬：“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做出
榜样，中国井队的防疫工作是

其他企业学习的典范。”
凭借优异的成绩，李恩朋

被授予中央企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科威特项目管
理部被评为中国石化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单位。

穿越寒冬 向阳而生

在攻坚创效中显担当

受疫情和低油价双重因素
影响，2020年1月，胜利石油工
程 公 司 钻 机 动 用 率 下 跌 到
36%，生产经营形势陷入低迷。

2月5日起，该公司积极推
进复工复产，通过采取“集中
管理、区域运行、随车住宿”等
办法，强化一线保障，国内国
外抢抓机遇稳市场。

3月初，国内疫情稍有好
转，公司两级市场部门逆行出
征，先后奔赴新疆、西南、西
北、东北、华东等区域市场，与
上海海洋局、大庆油田、长城
钻探、西部钻探等20多个甲方
进行交流推介和市场对接。

渤海钻井总公司打出年
度首个单日上千米进尺、西南
分公司签下逾亿元合同、塔里
木分公司1500名干部员工发
出“绝不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的决心与呐喊……3月13日，
受疫情影响的66支钻井队全
部复工。

3月31日，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召开“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 动 员 会 ，部 署“ 十 二 项 措
施”，发出强力动员令。

———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实
现收入38 . 06亿元、利润1 . 12亿
元，圆满完成攻坚创效任务。

——— 推行“区域优快钻
井”和“标准化施工”模式，钻
井周期同比提速16%以上，压
裂效率同比提高33%，国内市
场 复 杂 故 障 时 间 同 比 减 少
53 . 64%。

——— 旋转导向系统解决
“卡脖子”难题，SINOLOG900
网络成像测井系统迈入国际
领先行列，海底管道三维漏磁
检测器整体性能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

“胜利石油工程是石油工
程板块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
石油工程板块整体发展中的

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这是12
月22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
组书记、董事长张玉卓对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的评价。铁军队
伍以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精
气神，把疫情防控和低油价冲
击的影响降到最低。

风正帆悬 蓝图新绘

改革求变中实现逆袭

“2020年百元收入变动成
本同比降低1 . 97元，外委合同
降价1 . 15亿元。”年初之时，谁
能想到，曾经深陷亏损泥潭的
胜利工程能在疫情与低油价
夹击下逆风翻盘。

“实现了从油气向非油气
延伸，从常规向非常规拓展，
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型，
开创了市场发展新格局，全面
扭 亏 脱 困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成
果。”对于“十三五”期间公司
的发展，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领
导班子如此定性。

逆风翻盘源于由内向外
的自我变革，2020年2月召开
的人力资源价值增值专题会
议就是典型事例。这次会议的
共识是：保持连续经营性盈利
的基础并不牢固，略有风吹草
动就非常被动，大而不强；辅
助后勤业务持续亏损局面尚
未得到根本性好转。

领导班子毫不避讳地直
面公司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矛盾
短板，其根本目的在于将疫情
与低油价作为倒逼提升、夯基
固本的机遇期和窗口期。

——— 全面推进人力资源
价值增值，年度盘活用工2824
人，减少劳务型外委费用1 . 07
亿元，对外输出业务承揽创收
8700万元。

——— 全面控外委降成本，
减少效益流失点，公司各单位
全年通过外委公示平台承揽
项目230项，金额2 . 67亿元，实
现降本增效3 . 87亿元。

——— 走出去创效，优化队
伍布局，进军“三新”市场，退出
低效无效市场。西南市场累计
新签项目90个，中标海外项目
14个，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
点。

党建引领 把关定向

组织优势转化为胜势

“保障胜利、稳固西南、扩
大西北、延伸海上、做优海外、
突破高端”，这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胜利工程的战略规划。如
何保障目标实现？底气源自对
强大组织优势的信心。

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油价低位震荡、市场竞争加
剧、各类矛盾叠加。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全方位保障胜利本土和

“两北一川”勘探开发形成“大
场面”，全覆盖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实现“零感染”，全过程防控
安全环保、经营、廉洁等风险织
密“防护网”，为公司改革发展
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面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和党员群
众思想认识中的疑虑困惑，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坚持攻坚破难
观念先行，抓实党员“驻外教
育、休班教育、跟踪教育”，组建

“理论宣讲队”直奔基层宣讲32
场次，组织各级讲党课 6 4 9
场。

面对年轻干部员工培养使
用需求，建立9大类460多名年
轻干部储备库，选派8名优秀年
轻干部参加中国石化“三百三
千”计划，选派11名优秀年轻干
部进行交流锻炼，2020年新提
中 层 副 职 4 0 岁 以 下 占 比 达
40%。

面对疫情持续冲击，全球
供应链物流链受阻，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党委集中各方资源、
发动各方力量，千方百计保障
海外项目药品和应急物资供给
储备。同时，开通海外市场EAP
服务群，制作海外心理抗疫教
程，推送多语种健康知识，组织
微信线上心理辅导，引导市场
员工自我构筑心理防线，自我
增强心理防护。

面对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
改革发展制胜优势迫切需求，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党委持续开
展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整
治，组织党建专家行和优秀党
支部书记示范行，编印《铁军先
锋故事》《海外员工战“疫”攻坚
风采录》，命名表彰20个党支部
示范点，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

这一年，既有公司党委把
关定向，又有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战斗力不断提升，还有党员
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声声
呐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干部在关键时刻敢担当、善作
为，彰显出“胜利铁军先锋”的
鲜明本色。

市场寒冬是一块“磨刀
石”，疫情防控是一块“试金
石”，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胜
利铁军砥砺和检验了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底色、本色和成
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创
出胜利工程持续健康发展的新
局面。

全年完成进尺330 . 26万
米，实现收入144 . 83亿元，利
润4171万元，净利润1230万
元，超额完成生产经营各项
指标任务……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和持续低油价交织的大
考之年，胜利石油工程公司
直面前所未有、逼近极限的
困难形势，压茬推进“百日攻
坚创效”和“持续攻坚创效”
行动，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双胜利，阔步迈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孙万芹 张芸

张玉 王海琳

渤海钻井50689队员工检修钻井泥浆泵。
通讯员 王福 摄

海洋钻井平台员工高
标准施工，全力打好攻坚创
效主动仗。 通讯员 刘寿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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