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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朱益

飞)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
技术检测中心把提高检测
人员的业务技能、安全标
准化操作水平以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
切入点，以开展深层次及
复合性专业技术培训为着
力点，采取多种措施打造
业务精、技术过硬的复合
型专业化人才队伍。

为提高技术培训质量
及效果，这个中心全力拓
宽培训渠道，精心制定不
同专业的年度培训计划，
组织开展青年科技论坛、
与地方科研机构开展学
术交流研讨、内部岗位交
流、资质取证、邀请国内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授
课等办法，让员工更好地
掌握标准规范和新工艺
新技术。

针对青年人才对知识
掌握程度不同，他们确定
了5名首席专家和11名专
家为导师，与68名青年人
才建立“导师带徒”关系，
帮助青年人才尽快提升

“检测+科研”能力；推荐4

人参加油田党委巡察、4名
专业技术人员到油田部门
挂职锻炼，组织28名干部
跨单位、跨专业接受挂职
锻炼，推进单位技术、经
验、理念融合提升。

在实施“单体细胞创
新工程”主题技术比武中，
他们按照先培训、后练兵、
再比武的思路，开展政工、
安全、设备、科研、计量、质
量、环境监测、地震安评现
场钻孔剪切波速测试及岩
心土样识别技术、能源监
测等分专业、分系统比武，
全面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
技术能力，增强中心的核
心竞争力。

该中心还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
网络培训资源，抓好员工
网络学习；理论知识传授
与现场操作能力提升培训
相结合，做到按需施教、因
材施教，满足了员工提升
综合业务技能的需要；定
期安排学有所长的员工上
讲台，与其他员工分享学
习经验和体会，提升员工
参加学习培训的效果和综
合业务能力。

技术检测中心：

全力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河口采油厂全力推进质量强企建设

开工每一日，都是“质量日”
岗位交接应该干什么、设备巡检应该查什么、故障处理应该注意什么……在胜利油田河口采油管理一

区员工王涛看来，精细的看板管理让埕东油田的每一天都是“质量日”。而在陈家庄油田，采油管理七区利
用晨会、生产会等契机，常态化开展“十分钟质量学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员质量意识。

“质量永远领先一步”“时时讲质量、事事讲质量、处处讲质量”，加强专业、过程、基础质量管理，提高全
过程运行效能、全要素生产效率，已经成为河口采油厂各系统单位干部员工的新风尚。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阳 赵娟

全力提升

质量共治理念

近年来，河口采油厂不断强
化“标准引领胜利，胜利质量至
上”的理念，以落实质量进步、标
准提升行动计划为抓手，强化管
理措施、创新管理手段、规范管
理流程，不断提升全员质量共治
意识和管理水平。

针对专业化改革后所属专
业减少实际，HSSE管理部及时
优化标准体系表，将过去通用基
础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优化调整
为产品实现标准、基础保障标准
和基层岗位标准体系三个层次，
压减标准数量23 . 3%，逐步完善

“新型采油厂的标准体系”架构
搭建，推动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
建设。同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企业标准及其标准号的升
序进行排列，进一步方便员工查
阅和使用。

“标准体系搭建了各专业应
执行的标准系统，但标准执行的
落 脚 点 仍 然 是 基 层 岗 位 。”
QHSSE管理部高级主管王新华
直言，标准涉及的文本多、标准
语言专业性强，造成一般员工对

自己岗位执行的标准不清楚、不
掌握、不熟悉等问题。

为确保标准有效落地落实，
该厂及时筛选重点标准，定制简
单明了的标准看板。其中，按照
一个岗位对应一页技术指标的
原则，搭配活页目录式看板设
计，将原先采油管理区各岗位十
多页的技术标准文本转化为一
页的“技术要求”，让岗位人员

“分钟内”实现“可视化”记忆。

全力压实

基层主体责任

除了为170多个岗位配发标
准看板外，河口采油厂还进一步
强化日常运行和系统节点责任
落实，组织各基层单位开展标准
化良好行为示范单位创建工作，
推行“守标忘我，依标成行”的工
作理念。

其中，采油管理七区按照
《标准化良好行为基层单位评分
表》，定期组织对单位标准的执
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督促干部
员工明晰岗位职责，督促全员

“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习惯养
成。

坚持“管业务必须管质量”
“管质量必须抓标准”的原则，河
口采油厂构建“大质量”运行体
系，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作用，
明确专业质量、过程质量、基础

质量管理责任，常态化质量管
控，引导各部门单位从“拼产量、
拼规模、拼速度”向“提质量、讲
效益、善创新”转变。

围绕水质量提升工作，油气
集输系统建立了水产品内部市
场，运用市场化手段，优化水处
理业务流程。为此，油气集输管
理中心建立了“长效技术分析决
策机制、经营决策优化机制、生
产运行管控机制、激励约束机
制”等，引导管理区优化产液结
构、地面生产方式，确保实现降
本增效。

数据显示，一年来，河口采
油厂水质综合达标率提升2 . 5个
百分点，采油管理区平均单日优
化处理水8400多立方米，年节约
生产成本1408万元，“抓质量就
是创效益”的观念认识在全厂蔚
然成风。

2020年，《水市场运营模式》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规
范》两项标准荣获胜利油田“优
秀标准成果”，《“标准看板”助力

“新型采油厂”建设》等4篇论文
荣获油田二、三等奖。下一步，该
厂将持续聚焦“质量进步、标准
提升”要求，大力推行长寿命工
程，建立物资全生命周期质量可
追溯评价体系，抓好油气产品质
量监督，用高标准引领产品、工
程和服务质量的全面进步，持续
推动“质量强企”建设上水平。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石胜

利 )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和严峻的生产形势下，胜
利油田鲁明公司把抓实抓
细“三务”公开作为党建密
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环节来
抓，确保职工群众充分行
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

为使职工群众及时掌
握热点难点问题，济北采
油管理区在抓好生产平
稳运行和安全管理的同
时，把“职工群众满不满
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落脚点，持续完善民主管
理制度，尽心尽力为职工
解难事、办好事，激发职
工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
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职工
对“家”的归属感。

为充分发挥“三务”
公开的凝心聚力作用，该
管理区公开栏对关系职
工 切 身 利 益 的 考 勤 、工
资、绩效工资及奖罚等做
到 随时公 开 ；对 发 展 党
员、评先树优、职称评审、
技 能 鉴 定 、外 出 培 训 学
习、干部廉洁自律等重要
事项予以公布，做到事事
明朗化。

“职工关心什么问题，
‘三务’公开栏就要公开什
么，只有这样才能让公开
栏成为职工‘贴心栏’。”在
职工代表座谈会上，鲁明
公司副总政工师兼济北采
油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初启
龙的表态，进一步增强了
干部职工的责任感、使命
感，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氛
围。

鲁明公司：

公开栏成员工“贴心栏”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董瑜雯
蒋景芳) 国庆期间，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党委党
校、培训中心教职员工坚
守岗位，以实际行动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

“大赛班学员都没有
提出休假，作为老师更要
陪着他们一起努力。”提
起中国石化井下作业工

技能大赛培训班学员，班
主任姜丽慧不禁竖起大
拇指。原来，技能大赛培
训班学员为提高大赛成
绩，主动向培训部提出不
休假的申请后，班主任带
头放弃休息，坚守教学岗
位，为学员服好务，“比赛
只是一个平台，更重要的
还是要练好技能，为国找
油。”

党校、培训中心：

国庆坚守培训岗位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秦海敏) 今年以来，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黄河钻井总
公司陆续对40、50型钻机进行
技术改造，不仅落实绿色环保、
节能减排要求，更满足开拓市
场、提质增效的生产需求。

为保障钻机升级改造的安
全性和合理性，黄河钻井装备
管理中心成立专项小组，制定
运行大表，明确职责分工，为升
级改造的协调和推进做好了充
足的准备。

40569队LDB型钻机升级

为DB型钻机时，原计划配备4
台5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由于
库存紧张，准备更改为2台500
千瓦和2台400千瓦柴油发电机
组。现场测试后，技术人员发现
机组功率不足，用电负荷高峰
时频繁出现故障。

经过严格论证，装备管理
中心从50781队调配2台500千
瓦柴油发电机组，并协调厂家、
井队和相关部门对发电机型号
不匹配等问题进行技术攻关。
经过8个小时的努力，他们顺利
完成了柴油发电机组的安装调

试，改造后的设备动力完全满
足大井眼、高泵压高排量等钻
井施工要求。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先后
组织设备升级改造技术攻关40
余次，解决问题126项。升级后
的钻机，加装了电驱动绞车、电
动钻井泵，既保证井下安全，还
大幅降低员工劳动强度；为井队
增配钻台机械手、猫道机、旋转
吊机、遥控电动阀门等自动化
设备，以装备升级提升人员安
全系数和施工效率，持续提升
现场设备本质化安全水平。

黄河钻井总公司：

钻机电气化改造环保又高效

为切实将廉洁工作落
到实处，胜利油田鲁明公司
济北采油管理区在“学党
史、强纪律、促清廉”反腐倡
廉教育月中，组织党员干部
进行廉洁提醒谈话，并以查
找廉洁风险、评定风险等级
为基础，以完善防控措施、
强化管理责任为重点，以加
强制度建设、实施监督检查
为保障，构建廉洁风险防控
长效机制。尤其是在国庆等
节点，他们将“廉”送到岗
位，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强化红线意识，
弘扬清廉务实作风。

本报记者 顾松 通
讯员 赵军 摄影报道

送“廉”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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