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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胜公司：

“注水共享”盘活区块产能

牛栓文15天到16家直属单位调研，与一线干部员工座谈交流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争一流作典范

把保障油气安全

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
利油田，对石油石化行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给予高度肯定，给予石油战线

“旗帜、栋梁”的定位和“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的期许，从保障能
源安全、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绿
色发展、确保安全生产、弘扬石
油精神、做好群众工作等六个方
面作出重要指示。

总书记视察后，油田研究
制定了七个方面28项贯彻落实
的主要措施，中国石化党组在
全系统开展“牢记嘱托、再立新
功、再创佳绩，喜迎二十大”主
题行动。

牛栓文指出，行动就得干起
来，不能光说出来。要深刻认识
到，保障能源安全是保障国家整
体安全的核心要义，保障油气安
全更是保障能源安全核心中的
核心。要提高政治站位，透过站
位看发展定位，对标一流企业，
明确主攻方向和实现路径，技术
上做强，经营上做优，规模上持
续加大，不断增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
感。

从采油管理区到联合站，再
到注水站、注聚站，调研行程遍
布油气生产的最前线。开发单位
开发的对象是油藏，目的是把发
现的储量开发好、管理好、经营
好。

牛栓文强调，开发好油藏是
生产管理的过程，经营好油藏
是价值创造的过程。要把握开
发主攻方向，正确处理好产量
运行与经营油藏的关系，夯实
稳产基础，做实向上的根基。要
做足水文章，加大转注力度。开
发调整的手段越丰富、能力越
强，稳产基础才越好。“油水并
重、以水为先”不是一句口号，
不能重油轻水不管气，要提能
量、控含水、降递减，实现油气
产量稳中有升。

以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创效能力和水平

“发展的根本活力在于持续
深化改革。”牛栓文说，深化改革
永远在路上，对于体制机制改
革，纵向上要上下贯通，横向上
要左右联动，要加大内外部资源
整合和市场化机制建设，深化改
革激活力。要大幅度提高装备水

平，助力推动体制机制、组织架
构、职责定位、人员配置、运行方
式、管理方式实现革命性变革。

牛栓文强调，科技创新是
推动发展的强劲动力。科技创
新源于问题，要聚焦科技创新
的核心、重点、关键，把准技术
进步的方向破题，从重数量向
重质量、重价值转变，从重技术
向重技术、重管理一体化加合
增效转变，从传统研究方式向
新型研究方式转变。要从体制
机制、人才队伍、激励考核、资
金配套等方面再梳理，聚焦工
程、信息等方面持续创新，推动
勘探开发、工艺工程、地面配套
的整合优化、转型升级，推动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高
度融合，大幅度提升创效能力
和水平。

牛栓文强调，要从业务看问
题转变为从价值看问题，以价值
流为核心，梳理日常管理中的失
血点、低效点、无效点，强化价值
引领，持续提升价值创造水平。
价值创造要有开放的思维、合作
的精神、共赢的理念，进一步转
变观念更新理念，牢固树立资源
优化创造价值和合作共赢创造
价值的理念，快速补齐短板，形
成生产力，变成竞争力，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进程。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6家直属单位、38个现场，
每到一处，牛栓文都会到基层一
线与广大干部员工交流，召开工
作座谈会，听取直属单位工作汇
报，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热点
难点问题。

牛栓文要求，要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把政
治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发展
优势。要持续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引领思想观念转变，引导党
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
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各级党
组织要始终向中心工作聚焦、
为全局工作聚力，把中心工作
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
把中心工作的需求作为对党建
工作的要求，推动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深入融合。要强化人
才培养力度，在抓班子带队伍
上持续提升水平，为人才的蓬
勃发展和团队的高质量建设做
好服务和引领支撑的作用。

牛栓文强调，放权是要解
决效率的问题，监管是要解决
风险的问题。要强化风险意识，
提升应急风险管控能力。要树
立依法合规意识，落实主体责
任，加大监管力度，在经营风险
防范上下更大的功夫。要从体
系、专家、技术、装备、工具、运
行等多个维度，组织相关单位
系统梳理，根据风险等级不同，
打造不同级别的“应急圈”，并
随时根据风险等级变化，动态
调整风险响应的应急时间、应
急队伍、应急装备。

在新型后勤服务管理体系
建设方面，牛栓文先后到员工服
务大厅、员工食堂、图书阅览室
等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刻认识
新型后勤管理体系的丰富内
涵，进一步增强服务协调的紧
迫感、使命感、责任感。要发挥
好服务协调职能，坚持统筹优
化，持续提升服务协调的质效。
要创新体制机制，围绕产业变
革下更大力气，持续提升经营
管理和服务水平。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敏

陈军光 ) 胜利油田鲁胜
公司和胜利采油厂探索

“注水共享”新做法，盘活
了整个胜坨区块的产能。
目前，双方已采用多种方
式盘活利用生产井73口，
年产油2 . 73万吨，日产油
水平近60吨。

胜利采油厂和鲁胜公
司是在着同一油田、不同
层系生产的两家油田单
位。鲁胜公司管辖的区块
油藏薄、黏度稠、层系多，
就像一块超薄千层饼“嵌”
在胜坨油田上方，最薄油
藏仅为0 . 3米，油藏储量占
比大，采出程度不足20%。

油田开发，离不开
水，目前油田70%的产量
仍然采用注水开发模式，
这也是夯实老区效益稳
产的良策。

“未来3-5年，管理区
需转注水井40多口，年注
水量近5000立方米。”面对
如此规模注水量，鲁源采
油管理区副经理陶华算了

一笔账，地上没有配套井
站、地下没有注水井网，水
从何来？

同样，因为“水”苦恼
的还有胜利采油管理六
区。坐拥上百口井的管理
六区每天采出液达8000立
方米，消化不了的采出液
只能注入井底，形成无效
循环。

“通过内部市场化模
式，我们不仅将采出液转
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更让采出液变成了商品。”
胜利采油管理六区经营管
理室副经理康飞说，因为
水，双方达成协议，共享注
水管网，鲁源采油管理区
只需承担3 . 58元/立方米
的水费，管理六区则直接
把水注到其“家门口”。

最新一组数据显示，
经过一年多的化学驱试
验，坨28东二段的自然递
减率由8%降低至1 . 2%，含
水率下降0 . 2%。这意味着
该区块每年因控制递减，
增加产量2 . 78万吨，相当
于23口新井的产能。

孤东采油厂：

新能源加热助力节能降耗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郑文
赵芝华 ) 在胜利油田孤
东采油厂油气集输管理中
心一号联合站内北侧，一
排排太阳能集热器如蓝
天下铺陈的银色锦缎，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为孤东
油区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
彩。

这里就是孤东采油厂
碳中和示范区新能源加热
实验工程项目，主要依靠
太阳能对联合站油田采出
水进行再加热，为油区作
业洗井等施工提供清洁、
绿色、可持续的工业热水。

据了解，油井洗井施
工中，经常采用温度较高
的洗井液对井筒内管柱进
行冲洗，目的是清洗井筒
内原油，便于作业施工，
减少环境污染。“洗井液
的温度越高，清洗得越干
净，以往作业中洗井液都
是通过燃气炉对联合站
采出水进行加热，不仅耗
费大量天然气，而且难以
满足不同井况的洗井需
求。”孤东采油厂财务计划
部副经理兼新能源办公室
主任张红军说。

去年以来，为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全力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孤东采油厂

充分利用油气集输管理中
心一号联合站闲置土地资
源，主动与新能源行业重
点企业合作，借助联合站
油田采出水余热散失少和
光热绿能等优势，建设推
进碳中和示范区新能源加
热实验工程项目。

2021年10月，项目启
动建设工作，仅用时三个
月就投产运行。项目采用

“高效气浮除油+太阳能加
热”的技术路线，应用“太
阳能强制循环+燃气热水
机组辅热”工艺，替代原有
燃气火烧芯罐生产作业方
式，实现了油田采出水水
质提升和新能源加热，项
目新能源替代率提升50%
以上，有效提高了孤东采
油厂清洁利用水平和新能
源替代水平。

“改造之前，一年要烧
44万立方米天然气，而每
天供水量仅200立方米。现
在，一天最大供水量达
1000立方米，而且60%以上
都是用光热制取。”张红军
说，加热后的采出水进入
热水罐体储存和保温，还
可以满足40℃、60℃、80℃
清洁热水定时供应需求，
每年可提供清洁热水35万
立方米，节省天然气30万
立方米，碳减排662吨。

近日，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油
田分公司代表牛栓文利用15天时间，先后到胜利采油厂等16家直属单位调研，深入采油管理区、集输站
库、油水井生产一线、实验室、员工服务大厅、食堂等地，详细了解各单位油藏经营、改革调整、科技创新、
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的开展情况，与一线干部员工座谈交流。

牛栓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找准发展定位，把保障油气安全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聚焦
油藏经营价值最大化，做实科技创新，推进更深层次、更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党的建设，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发展优势，以更严标准做好安全生产，强化责任
落实、考核管理、风险管控，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争一流、当标杆、作典范。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田承帅 李敏 徐海峰 孙万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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