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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作业公司：

超前实现辅业反哺主业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刘金明
丁霞) 近日，经过一年

科技攻关，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海洋钻井公司“浅海
大斜度井破碎性油泥岩井
壁稳定技术研究”完成区
块油泥岩井壁失稳机理分
析等四项室内研发工作，
将进入现场试验阶段，全
力解决大斜度井钻进滩浅
海破碎性油泥岩地层时频
发井壁失稳复杂情况。

针对现场试验，专家
组 指 出 ，要 寻 找 合适井
位，把项目推荐的配方与

目前在用的常规复合盐
体系结合好，全方位评价
项目研究效果。同时，要
考虑综合成本，从井斜、
油泥岩发育情况等方面
制定符合海上油泥岩地层
防塌技术规范。

据了解，“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喜迎
二十大”主题行动开展以
来，海洋钻井公司积极对
接专业技术支撑保障单
位，全方位寻找解决海上
生产难题的办法，快速提
升技术攻坚能力，夯实海
上提速提效基础。

海洋钻井公司：

一项技术将进入现场试验

将思想“火花”转化为发展动能
孤东采油厂形势任务教育引领增产增效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宋小花 尹永华)

“这次抽考全是应知应会重点内
容，都是平时学习掌握的。”“最
开心的是，把大家喜欢的教育方
式、好的方法和建议写进调研题
目里。”近期，胜利油田孤东采油
厂组织的季度形势任务教育抽
考在干部员工中引发热议，这只
是他们推动形势任务教育与生
产经营深度融合的缩影。

“高质量开展形势任务教育
的重要落脚点，就是在向心凝
聚、向油发力、向难攻坚上见实
效。”孤东采油厂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张伟华说，今年以来，孤
东采油厂党委持续压实责任，细
化清单，推动思想教育与生产经
营全过程融合，倒逼形势任务教
育出实招、求实效。

为确保教育方向不变、焦点
不散、靶点不偏，采油厂党委坚
持党委定方向、部门出方案、基
层唱主角，领导领学，先进先学，
补齐“一阵风”宣贯和“水过地皮
湿”说教的短板。

采油厂聚焦主业主责，围绕

创新创效，印发张贴“明白纸”，
编印形势任务教育材料，整理应
知应会题库，开辟厂主页专题专
栏，重要内容《孤东人·身边事》
在食堂播放，热点焦点“美丽孤
东人”公众号及时推送，电话督
导、跟班劳动、季度抽考督导等
形式检验学习成效。

党委搭台，基层唱戏。机采
装备服务部坚持“支部出题目、
组室作解读、班站抓落地”，组织

“机关大讲堂”，制作形势任务教
育桌牌，开展月检提问、季度抽
考、半年统考，确保全员应知应
会；采油管理一区创新“宣讲+推
送+周考+培训+活动”五位一体
学习模式，突出交流研讨集中
学、手机推送日常学、全员月考
高效学、青年竞赛针对学、有奖
答题趣味学，推动形势任务入脑
入心。

形势越学越透，方向越学越
明，信心越学越足。孤东采油厂
紧紧抓住原油生产的黄金季节，
抓管理、提效率、控递减、促上
产，持续打好效益稳产进攻仗，
将这场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头

脑风暴迸发的思想“火花”迅速
转换成发展“动能”。

“施工质量高低直接决定新
井增油增效多少，是效益稳产的
有力支撑，再累再苦也值得！”近
日，GOGD6P17水平井实施替浆
防砂一体化工艺重点施工，工艺
所副所长董云彬、主管师纪超全
程坚守在现场，直到凌晨2点才
完成施工。事实上，在孤东采油
厂，这样坚守一线推动增储上产
的事例还有很多。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
形势，孤东采油厂坚持疫情防控
不歇脚、不停步，从教育引导、思
想政治工作入手，保障各项工作
优质高效运行。4月初，孤东采油
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北京项目
部26名员工圆满完成冬奥会接
待任务准备倒休，受疫情影响，
大家响应“非必要不流动”的防
疫政策，选择继续坚守一线。“坚
守的底气、必胜的信心，得益于
采油厂思想教育跨时空，观念引
领不断线，队伍流动到哪里、形
势任务教育就跟进到哪里。”北
京项目部负责人说。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邱振军)
近日，随着80116队在塔

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顺北
84X井场顺利竖起井架，标
志着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塔
里木分公司又一部8000米
钻机投产。

近年来，随着西部甲
方业主增储上产需要，钻

井工作量逐步得到释放，
8000米以下深井已占半数
以上。为满足西部超深井
钻井工艺需求，塔里木分
公司连续多年实施钻机升
级改造，截至去年底，已完
成5部8000米钻机升级改
造，为公司钻井提速增效
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塔里木分公司：

8000米钻机正式投产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庞世乾 王淑梅) 4

月25日，3天两次核酸检测结果
呈阴性后，张锐和王燕铭各自出
门，张锐到了医院，联系自己的
手术相关事宜；王燕铭则到公婆
家给他们做饭、收拾家务，陪着
聊聊天。

胜利油田鲁明公司采气管
理区采气一站位于滨州市滨城
区秦皇台乡，张锐是采气一站代
理站长，王燕铭是采气一站员
工，此前受疫情影响，他们在滨
州连续坚守了45天。

3月7日，星期一，对张锐和
王燕铭来说是一个普通平常的
日子。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在
采气站工作一个星期后可以回
东营轮休，张锐想利用这个休息
时间做息肉切除手术，王燕铭还
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和卧病在床
的父亲。

可就在3月11日，滨州市突
发疫情暂停跨区流动，这让本该
回东营轮休的他们留下来坚守，
保障天然气正常生产。“我们是

党员，关键时刻必须站得出、顶
得上……”同样在采气一站工作
的党员谢立成和田化任一致表
示，越是紧要时刻，越要坚守生
产一线。

工作地点位于封控区，给工
作和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难
度超出想象。由于采气站的气井
位于周围的村落之间，道路受阻
车进不了村，他们就抬着工具从
野地里步行到气井旁工作。

疫情来得突然，周边所有
的商店超市等营业场所全部关
门，这让王燕铭像居家过日子
一样，每天列菜单排食谱，既让
大家吃好还要保证“不断粮”。

“管理区‘接力’送来了大量生
活储备物资，这让我们心里很踏
实。”王燕铭说。

采气管理区采气二站位于
滨州市惠民县麻店镇，受疫情影
响，焦晓光和崔新军两名党员同
样坚守在一线。“与老一辈石油
人相比，这点困难不算什么，难
不住我们。”责任技师焦晓光说。

工作上的困难都可以想办

法克服，但让崔新军最放心不下
的是居住在阳信县的80多岁的
父母。当时那里疫情严峻，小区
封控没法买菜买面，只能依靠志
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送菜，
崔新军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多打
电话问候。

白天焦晓光和崔新军积极
协调当地转村绕路忙着巡井、录
取资料，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
因惦记家人满心焦虑，互相安慰
鼓励。4月13日，滨州市行程码摘
星，22日完成交接班后，他们返
回东营。就这样，6名党员在疫情
重点区域坚守了45天，采气量超
计划5 . 7万立方米，达到153万立
方米，可以满足7500多个家庭一
年的生活用气。

“既然选择了坚守，不仅要
干，还要干得更好。”田化任的话
成为6名党员的共同心声。在采
气管理区党支部书记陈飞看来，
45天的坚守实现天然气超产，既
是新时期胜利价值观的体现，更
是“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

鲁明公司采气管理区：

6名党员坚守45天，超产5.7万立方米天然气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顾珍

时 ) 井下作业公司按照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辅业后
勤扭亏脱困“三年三步走”
整体规划，通过外委转自
营、技术攻关、项目管理、
内部互供、外拓市场等措
施，超前实现反哺主业奋
斗目标。

“这批板房要在国家
级页岩油示范区——— 牛页
一区试验井组使用，要得
急、标准高、要求严。”年
初，工程技术服务中心主
任卢继锋接到了首批野营
房装配任务，便组织人员
盘点库存物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物料还没盘点完，订单一
个劲地往上增，创下工程
技术服务中心野营房制
造业务开展以来的单笔
最 大 合 同 纪 录 。春 节 期
间 ，工 程 技术服 务 中 心
182人全部到岗，按照设
计、框架构建、喷漆涂装、
水电工程、内饰装修等小
组流水线作业。

为适应不同的恶劣天
气，他们选用舾装板与岩
棉的复合板材做墙板，具
有保温、防火、隔热、隔音
等优势，不仅提升使用性
能，还提高使用年限；外观
方面，所有板材均采用拼
接式结构，提升了整体视
觉效果；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野营房室内空气

抽样检查，结果全部合格，
提前一年完成扭亏脱困目
标任务。

在信息化建设项目
部，殷亚东等人一边通过
技术攻关，承揽公司网络
维护、视频运维等内部服
务，一边主动开拓外部市
场，先后开拓了黄河钻井、
西南钻井、华美孚泰等单
位的视频运维业务，实现
对外创收130万元。

服务保障中心在抓好
餐饮外卖、车辆服务、卫生
保洁的同时，主动开辟外
部市场食堂管理、空调维
修拆装、井场移动式照明、
井架低压照明改造等业
务，服务质量、创效水平稳
步提高，全年节约外委费
用500万元。

在市场开发管理中心
印刷厂，赵飞带领团队打破
历史，先后承揽固井、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机关印刷业
务，累计对外创收152万元。

事实上，近年来，井下
作业公司按照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八个不停步”的工
作要求，坚定“辅业反哺主
业”的工作定位，坚守“三
步并作两步走”的工作底
线，在决战决胜辅业后勤
全面扭亏脱困攻坚战中打
头阵、做表率、当标杆，将
辅业后勤建设成为公司全
面高质量发展新的产业支
柱，所属基层单位去年全
部实现盈利。

近日，在胜利油田鲁明
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夏24-
3计量点，首席技师孟宪河为
学员讲解计量间内与管道
输 送 压 力 的 差 值 。一 直 以
来，济北采油管理区高度重
视“传帮带”工作，尤其是在
教学过程中，重点关注学员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由老师
组织学员带着问题进行培
训，更将教学场地搬到生产
一线。同时，他们实施“线上
答疑”“点单教学”“随机测
试”等培训模式，让学员立
足实际网络学习考试，提高
自身技能水平。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
员 赵军 芦朋 摄影报道

精心做好“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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