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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胜利油田鲁明公司纪委统一部署，滨南采油管理区采用“三个提醒”的教育监督方式，进一
步筑牢党员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思想防线。日常工作提醒方面，管理区党支部在强化“三务”公开基础上，
组织支部委员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党风廉政谈话；重点工作超前提醒方面，纪检小组对重点工作提前介
入、超前提醒，全面监督重点工程合同谈判过程，并对党风廉政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关键岗位
重点提醒方面，按照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原则，对关键岗位进行重点提醒和不定期抽查，以点带面，扎实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强 摄影报道

““三三个个提提醒醒””筑筑牢牢廉廉洁洁防防线线

河口采油厂：

“第一课”学懂弄通做实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仙
李慧) 新年伊始，胜利

油田纯梁采油厂滚动勘
探单元纯42块部署的新
井纯42-斜31井自喷日产
油15 . 4吨、纯42-斜35井
自喷日产油16 . 3吨，高产
工业油流为持续推进滚
动勘探开发注入强劲动
力。

去年以来，地质技术
人员持续加强纯42块研究
工作，发现了多个封闭断

块，部署的滚动勘探井纯
42-斜23井投产后日产油
持续在8吨以上。在此基础
上，该厂部署4口新井，目
前均已钻遇目的油层，其
中两口新井获高产工业油
流，坚定了继续滚动扩边
的信心。

下一步，地质技术人
员将继续沿油源断层开展
精细构造刻画、储层认识
和综合地质研究，不断建
设滚动勘探和产能的新阵
地。

原油产量升，盈亏平衡点降
滨南厂咬定目标不放松，努力把油藏经营出最大价值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勇

注重质量

推动经济可采储量增长

为确保滨674扩新井钻探效
果，地质研究所副所长陈雷带领
技术人员总结形成了“1+2+3”
分段细分卡层法，提升特殊岩性
油藏卡层精度，确保钻井质量。
目前，该块投产新井3口，平均单
井日产原油10 . 2吨，落实地质储
量25万吨。

像陈雷一样，为推进高效勘
探、效益开发而拼搏奉献的技术
人员还有很多。

作为一个效益产量连年增
长的老厂，滨南厂对后备优质资
源的需求更为迫切。为此，他们
不断深化“储量是价值创造的源
泉”“储量高效动用才有价值”等
理念，以增加更多经济可动优质
储量为核心，大力实施资源优先
战略，加快储量向产能的有效转
化，夯实持续发展基础。

为推进高质量勘探，这个
厂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跳
出滨南找“滨南”、滨南底下找

“滨南”、滨南里面找“滨南”，持
续打好新区预探进攻战、滚动
评价阵地战、老区“镶边”持久
战，不断提升优质储量发现率；
探索实行滚动勘探项目组管
理，设立新井措施井创效奖，

“牵手”勘探开发研究院深化滨
南探区沉积及成藏规律研究等
产研合作重点，进一步夯实勘
探研究基础。

同时，他们突出区带研究、
精细部署、设计优化和节点运
行，细化钻井、录井、测井全过程
各环节质量管控，严控储量发现
成本。2020年以来，完钻探井8
口，成功率87 . 5%；完钻滚动井
19口，成功率94 . 7%。

按照规模拉动、突出质量、
转型发展的思路，他们围绕中浅

层、中高渗、优质高效储量开展
滚动评价，积极开展层系空白
带、区块接合部的井位复查工
作，努力扩大优质资源储备规
模。

“十三五”以来，坚持“成熟
一块部署一块”，累计上报三级
储量4456万吨，为持续发展提供
了优质后备阵地。

注重效益

让每一分投资都有价值

日前，得益于方案源头优
化、运行一体协同，滨南厂部署
36口井的利853“井工厂”钻井施
工完美收官，共节省钻井工期
559天，各项质量指标合格率均
达100%，钻井投资得到切实优
化。

“十三五”以来，滨南厂不断
强化低油价思维，产能建设从规
模建产向高效建产转变，每口井
都过好效益筛子，让剜到篮子里
的都是“菜”，实现油藏开发管理
向油藏经营管理转变。

方案设计是完全成本的总
源头。他们围绕“投资降下来、效
益最大化”目标，聚焦增加经济
可采储量，统筹化考虑、一体化
运行，千方百计降低平衡油价，
确保增量优质高效。

为提升产能建设质量效益，
在过好效益“筛子”、强化方案优
化、加大考核力度的同时，他们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梳理产能建
设业务流程节点85个，优化“并
行”节点21个，打破“接力式”运
行，实现“并行式”运行，全力加
快建设节奏。

这个厂强化“投资效益最大
化”理念，大力推行“井工厂”产
能建设模式，创新优化钻井设
计、作业工序和采油方式，有效
缩短钻井周期，提高生产时率和
劳动生产率。其中，滨17块“井工
厂”，在长149米、宽65米的井台
上部署新井58口，预计新增产能
4 . 64万吨，新增SEC储量60万
吨。

注重存量

管好篮子里每棵“菜”

针对“双低”单元郑408块低
渗、油稠、敏感的开发矛盾，滨南
厂集成复杂井筒处理、水力排砂
采油等多项技术，对其进行综合
治理，日增油54吨，采油速度提
高0 . 48个百分点，采收率提高
5 . 1个百分点，增加经济可采储
量18 . 6万吨，创效2508万元。

“十三五”以来，面对优质接
替资源不断减少的现状，滨南厂
强化“每个单元都有创效空间，
每个单元都能创效，每个单元都
要创效”认识，把更多精力放在
老区存量提质提效上。

他们本着整体部署、效益优
先、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原则，不
断深化“双低”单元专项治理，3
年来共治理“双低”单元11个，覆
盖地质储量2468万吨，增加经济
可采储量130万吨，单元开发效
益明显提升。

他们坚持“油水并重、以水
为先”开发理念，狠抓水井工作
量、注水工艺和成本投向三个优
化，建立不同类型油藏注入水质
和细分注水标准，加大新技术应
用，注采对应率、分注率、层段合
格率比2015年分别提高4 . 6%、
7 . 3%、5 . 6%，日有效注水量增加
7450立方米，有效恢复了地层能
量，夯实了油藏经营的长效根
基，稀油自然递减率下降2 . 1%。

他们强化稠油注汽参数优
化，推行短半径注汽，加强蒸汽
流场调整、分层注汽等成熟技术
应用，加大化学冷采技术推广力
度，大力提升稠油创效能力，油
汽比较2015年提高0 . 09。

此外，该厂转变观念，树立
“扶停一口长停井就是低投入投
产一口新井”理念，深化“四个不
等于”认识，强化“五项调查”，制
定每口井效益扶停对策。“十三
五”以来，共扶停油水井357口，
恢复控制储量1964万吨，恢复水
驱储量1301万吨。

“十三五”以来，面对自然递减加快、资源接替不足和稳产难度大等严峻生产经营形势，胜利油田滨南
采油厂咬定“年产量重上200万吨，盈亏平衡点持续控制在40美元/桶以下”的发展目标，坚持价值引领不动
摇，全力推进生产向开发聚焦、管理与经营并重、资源向资本转变，努力把油藏经营出最大价值，原油年产
量从2016年的186万吨上升至2020年的197万吨，盈亏平衡点从54 . 2美元/桶降至44 . 7美元/桶。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阳

梁爽) 2月19日，胜利油
田河口采油厂油气集输管
理中心首站员工王前进一
边介绍操作要领，一边佩
戴起便携式四合一检测
仪，熟练的操作赢得东营
市应急管理局督查人员的
充分肯定。

几乎在同一时间，河
口厂主会议室里座无虚
席。河口厂厂长段伟刚从
安全形势分析、大排查大
整治再部署、重点风险防
控等三个方面，带领与会
干部员工学习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第一课。

“‘第一课’要讲深讲
透，基层员工才能交安全
生产的合格答卷。”段伟刚
表示，河口厂正以“百日安
全无事故”专项行动为契
机，开展集中排查、重点攻
坚、铁腕整治，严防各类事
故发生，为全年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

从形势宣讲到现场操
作，从基层一线到机关部
门，短短几天时间里，讲安
全、学安全、抓安全在河口
厂蔚然成风。围绕推动工
作落实，河口厂组织各单
位开展了一次安全责任承
诺、一次全员安全教育、一
次班组安全专题会、一次
全面安全检查等“四个一”

活动，确保“第一课”学懂
弄通做实。

深入一线抓落实，认
真解决具体问题，成为河
口厂讲好“第一课”的务实
之举。近期，河口厂下发

《重点作业环节特殊时期
提级管理实施办法》，对直
接作业审批、管控、考核实
施提级管理，建立工作运
行平台，对各部门推送的
问题进行曝光。

制度下达后，采油厂
各系统分管领导纷纷行动
起来，深入作业现场查看
施工方案、地面配套设施，
对直接作业环节中的重点
风险节点开展督导督查。
在河口厂义178-斜12、义
441-1井压驱作业开工现
场，针对燃油罐为非标设
备等问题，厂领导马珍福
果断要求施工单位暂停开
工，并提出限时整改意见。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级做给一级看。在上级的
带动下，基层员工风险管
控意识不断增强，努力交
出复工复产“合格答卷”。
节后上班第一天，注采401
站副站长李长喜来到义页
平1井生产现场，精准比量
硫化氢含量，“得益于采油
厂制定的厂级11项重要安
全风险和6项重点安全隐
患清单，让我对岗位安全
风险责任更加清晰。”

技术检测中心：

新增授权专利66件

纯梁采油厂：

纯42块获高产油流

本报2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朱益

飞) 2020年，胜利油田技
术检测中心共申请专利88
件，获授权专利66件，其中

《一种基于声振技术的声
发射定位检测方法》等11
件专利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近年来，技术检测中
心围绕“提质、转化、创效”
目标，持续加强科技创新

工作，尤其是对标对表国
家、行业一流，率先在设
备设施缺陷检测及寿命
预测同、海上开发安全保
障、地面工艺腐蚀防护、
环境风险评估等领域，丰
富核心技术体系、打造

“检测 +”技术服务新模
式，为油田质量进步标准
提升、绿色企业创建和油
气主业发展提供重要核
心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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