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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2022年重点产能建设区块——— 平方王3号井台第19口油井上机投产，标志着
“33胞胎”中30口油水井全部投入生产，另外3口探井进入试油施工准备阶段。据了解，今年2月初，首口油井
投产以来，滨南采油厂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紧盯质量效益，强化组织衔接，加快新井投
产。他们建立“清洁作业、储层保护、质量控制、油井提产”全过程管控体系，推进技术和管理双提升，努力打
造高效提产示范区，充分展现了滨南高质量，有效助推了上产提效。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肖金禄 摄影报道

鲁明公司：

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淑
梅) 近日，胜利油田鲁明
公司商河采油管理区党支
部开展“学党史促清廉、正
风纪促发展”党风廉政教
育活动启动会，学习宣贯

《关于开展“学党史促清
廉、正风纪促发展”党风廉
政教育活动通知》，制定了
党纪法规专题、廉政党课、
廉洁谈话、“四风”问题自
查自纠以及加强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全年重点任务督
导等十项重点工作，并根
据专题确定负责人和时间
节点安排，确保党风廉政
教育入脑入心。

为持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鲁明公
司下发了《关于开展“学党
史促清廉、正风肃纪促发
展”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的
通知》，旨在通过开展反腐
倡廉教育活动，进一步巩
固加强作风建设，持续提
升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严

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为
推动公司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此次廉洁教育活动从
思想引领、宣贯责任、作风
监督三个方面着眼，分党
史党纪法规专题学习、党
内法规知识答题、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专题宣讲、
领导干部讲授廉政党课、
专题廉洁谈话、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专题学习、“四
风”问题自查自纠、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全年重点任务
督导等8项内容。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
效，鲁明公司党委要求各
党支部强化组织，明确分
工，主要负责人带头参与
当好表率，认真执行廉政
教育计划，确保廉政教育
不断线、常提醒、常警示。
各单位纪检委员、纪检干
事也要主动协调，做好服
务，加强监督，切实增强活
动针对性，引导广大干部
员工守纪律、转作风，打造
风清气正廉洁队伍。

应急救援中心把志愿服务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辅助与延伸

用“志愿红”擦亮文明底色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宇 张萌

让志愿服务

产生更大价值

近年来，应急救援中心聚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标

“奋力打造应急救援、防火督查、
培训实训品牌”目标要求，在应
急公益宣传、消防安全管理、防
灾减灾培训等领域多点发力，通
过丰富创新志愿服务活动，定制
志愿服务课题，聚焦专项志愿行
动，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向专业
化、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同时，他们积极拓展志愿服
务工作领域，建立涵盖消防常识
宣传引导及演习演练，区域应急
处置与交流，微型消防站专业技
能及应急管理知识培训，防灾减
灾公益服务等五大方面志愿服
务平台，集中开展培训实训进社
区、进单位、进校园志愿服务活
动，全力打造“竖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志愿服务体系，让“蓝朋
友”们成为应急志愿服务“轻骑
兵”，架起员工群众与消防安全
间的一座座桥梁。

针对辖区企业单位类型特
点，应急救援中心志愿服务队员
们梳理初期应急处置、火灾隐患
识别、紧急避险自救等知识点，
制定“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应急
救护知识普及”“维护消防公共
设施”等12类的培训课件，拍摄制
作“消防百科”系列微视频，提升
辖区居民群众整体消防安全意
识和灾害初期处置能力。

不仅如此，在“3·5”学雷锋纪
念日、“119”消防宣传月等集中宣
传活动中，志愿服务队员们向居
民发放应急救援口袋书、宣传
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燃气安
全等知识普及教育，夯实社会消
防防范基础。据统计，一年多来，
应急救援中心共发放宣传资料
12000余份，开展集中宣传42场

次，获得了群众的热情点赞，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让志愿服务

传递温暖与爱

消防安全工作是张答卷，群
众百姓就是阅卷人。专业化改革
以来，应急救援中心聚焦社区、
校园、企业“三类群体”，以“专防
+联防+共防”为切入点，创新开
展“消防安全零距离”特色志愿
服务，让行动有力度，服务有温
度，提升送安全、送知识、送服务
的应急志愿服务工作质效。

针对“社区群体”消防意识
较为淡薄的情况，联合辖区消防
志愿者，广泛在社区开展“消防
安全进社区”“进家入户除隐患”
志愿行动，通过家庭灭火演练、
防火知识讲座等一系列群众喜
闻乐见、贴近居民生活的消防宣
传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
火意识；在“校园群体”中广泛开
展消防“沉浸式”体验，救援站开
放日、应急夏令营等特色活动，
与小记者、贴吧志愿者，打造“大
手拉小手”消防宣传品牌，真正
做到消防安全从“娃娃”抓起；综
合评估“企业群体”消防建设现
状，持续深入重点企业单位、人
员密集场所，指导建立健全消防
安全制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提高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

在应急志愿服务青年突击
队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下，辖区内

“人人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
消防”局面日益浓厚。去年以来，
应急救援中心共开展消防宣传志
愿服务120余次，参与志愿者500余
人次；组织消防技能培训41269人
次、救援站开放日活动74次。

让志愿服务

体现为民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志
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
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

织、志愿服务工作者积极响应党
和人民号召，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走进社区、走进
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
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成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的生动体现。希望广大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
工作者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
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在应急处置、疫情防控、抢
险排涝的大战大考前，胜利应急
青年突击队员们闻令而动，用强
有力的作战水平服务发展大局，
在保障油田生产生活坚守中留
下深深足迹。

疫情防控工作中，志愿服务
青年突击队变身“大白”，战斗在
疫情防控最前沿，不仅配合属地
政府布置核酸检测场地，维持现
场秩序，协助居民注册登记，做
好环境消杀，还利用休息间隙给
隔离住户送菜，清理生活垃圾，
代取快递，累计服务时常超过400
小时，为油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力量。

黄河秋汛抢险期间，护堤抢
险人员紧缺，青年突击队员们休
班期间为救援现场送水、送饭、
送物资；“温比亚”“利奇马”台风
来袭，他们自觉归队参加排涝抢
险战斗，地下室抢排积水、背负
老人脱险、运送孕妇赶赴医院、
背送儿童涉水上学，彰显出志愿
服务青年突击队为民服务的“温
暖底色”。

如今，传承雷锋精神、开展
志愿服务已经融入胜利应急救
援广大指战员的血脉，来自各个
岗位的青年突击队员们通过各
种不间断的志愿服务活动，践行
着把安全平安、爱心温暖、热心
援助送到人民群众身边的承诺，
充分展示出胜利应急青年奋发
进取、积极奉献、乐于助人的时
代风貌，成为推进油田和谐建设
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胜利油田应急救援中心充分发挥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优势作用，将志愿服务工作与应急救援
工作融合并进，把志愿服务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辅助与延伸，打通服务员工群众“最后一公
里”，让志愿服务产生更大价值，传递温暖与爱，体现为民本色，用志愿精神擦亮橙色之光，荣获中石化优秀
青年突击队、油田“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等称号。

““3333胞胞胎胎””中中3300口口油油水水井井投投产产

油地加强协作配合
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在博
黄天龙) 近日，东营区

委政法委和胜利油田治安
保卫部针对油区治安管理
实际，组织油地相关单位
召开油区治安形势分析
研判、油区治安措施宣讲
和工作部署会议，科学制
定防范措施，压实主体责
任，为油田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连日来，油地公安机
关强化油地携手、警企协
作，做到工作联议、问题
联治、防范联动，通过持
续开展油区治安秩序专
项治理，严厉打击各类涉
油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斩
断涉油领域违法链条。公
安、交通等相关部门发挥
职能作用，在重要路段、
路口，开展对重点车辆、
人员的检查排查；双方及
时通报问题线索，完善区
域协作、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将“油区治安”专项工
作纳入各级基层单位及
油田企业年度考核任务。

在共同巡护、动态排
查方面，油地通过建立联
合油区巡护工作制度，持
续开展油区日常巡护巡
查，建立工作台账，对辖
区内的油气井、输油气管
道等生产设备实行动态
排查管控。针对输油气管
道2000米内的“四闲”院
落、养 ( 种 ) 殖大棚等场
所，他们充分发挥网格员
和护卫大队力量，开展全
覆盖、无死角摸排，做到
底子清、情况明；对生产
井、停产井及井场设备，
发挥视频监控与无人机

相配合的技防防护；对私
接乱拉油田水气电的，发
现一处，清理一处，坚决
防范打孔盗油、非法外运
原油、非法收购原油、私
接乱拉等涉油违法犯罪
行为发生。

为从源头上堵塞漏
洞，油地进一步加强协作
配合，形成监管合力，以

“平安油区创建”、油地联
席会议为平台，积极推动
公安、发改、环保、市场监
管等单位发挥监管主责，
对涉油企业、物流公司开
展联合执法。同时，他们
强化警企协作，严查非法
收购原油、运输行为，全
面规范炼油企业、物流公
司经营行为，适时与涉油
企业签订不收购非法原
油和运输原油责任书，对
查处关停的非法涉油厂
点、物流公司开展“回头
看”，强化后续监管措施，
防止问题反弹。

为进一步树牢“一盘
棋、一家人、一条心”思想，
进一步形成“产业共育、科
技共享、人才共用、城市共
建、社会共治”的新局面，3
月30日，东营市和胜利油
田公布了干部双向挂职名
单，其中，东营区委政法委
选派一人到油田治安保卫
部工作。

下一步，油地双方以
此次挂职交流为契机，持
续坚持“油区治安重中之
重”思想不动摇，以更坚
决态度、更严格措施、更
果断行动，认真做好油区
治安各项工作，确保油气
生产秩序和油区治安环
境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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