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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杨建平 尹永华

9月12日，胜利油田北京办事处。袁晓丹像
往常一样，6:20就早早来到餐厅，招呼客人。来
北京快4个月了，已升任餐饮部主管的她，已经
适应了这里的工作。作为采油厂第一批外出承揽
业务人员，她已成为工作中的佼佼者。

截至目前，孤东采油厂先后组织四批共46人
到北京办事处承揽业务。

队伍走到哪里

党组织就建到哪里
走出去，闯市场，面对全新环境，人员怎么

管、队伍怎么带？这个采油厂成立了北京服务项
目部，组建了临时党支部，采油管理三区老年干
事贾黎担任了党支部书记，4名技术骨干担任支
委。“咱们要用心当好大家的‘定盘星’”。

初到北京，面对员工存在的环境不适应、心
理不适应、岗位不适应，临时党支部把稳定心

理、调整心态作为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不管再
忙再累，支部成员都会主动利用工余时间与员工
谈心交流，疏导情绪。及时与“大本营”对接，
利用多种渠道，通报采油厂的大事要事，传递对
他们的关心关注，让外闯市场的员工时刻都能感
受到组织的温暖。如今，9名党员中已有5人通过
努力走上了各层级管理岗位。

队伍走到哪里

价值就体现到哪里
随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外闯市场干部员工

们的状态不仅渐入佳境，更是捷报频传：袁晓丹
被任命为餐饮部主管，刘晨英、王建兰等5名员
工分别走上了洗衣房领班、客服中心领班的岗
位。

第一批“吃螃蟹”的他们，用实际行动得到
了北京办事处领导、同事和广大客户的认可，打
响了孤东品牌。于是，“邀请函”纷至沓来，第
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更多的岗位上，有了

孤东人踏实肯干、忙碌的身影。截至目前，采油
厂已累计向北京办事处劳务输出用工53人。

在采油厂从事餐饮服务工作的袁晓丹，以
“进京赶考”的心态突破自我。每天奔忙于多个
餐厅之间，为四五百人就餐服务。她就像个停不
下来的“陀螺”，每项工作、每个细节都力求做
到精细再精细……付出就有回报，升任领班、升
任主管，袁晓丹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原来从事
电工的王勇，在北京办事处总务班还要面对网络
维护、设备维修、管道疏通等更加繁重、更加琐
碎的服务内容，但是通过多学多看多练，他很快
就成为“技术大拿”，各种棘手问题都能迎刃而
解。撸起袖子加油干，用汗水耕耘希望，用行动
创造价值，面对成绩，外闯市场的将士们倍感自
豪。

队伍走到哪里

关怀就延伸到哪里
如何让走出去的干部员工不再瞻前顾后，能

够轻装前进？采油厂领导专门多次到北京办事处
看望外闯市场的干部员工，在面对面的嘘寒问暖
中，为他们送去了组织的关心。采油厂注重发
挥“幸福团队”的优势，本着“哪里有需求就
把课堂开到哪里、有什么样的需求就研发什么
样的课程”的思路，在每一批员工奔赴北京办
事处的时候，采油厂都会优选幸福教练及时跟
进，适时组织开展以如何调整环境、岗位、地
域变化带来困惑压力等内容的专题“幸福课
堂”，在拉家常中舒缓压力，疏导情绪，受到了
员工的欢迎。

他们还专门建立了“孤东人在北京”微信
群，不仅实现了采油厂的形势任务同步传达、组
织活动同步开展，也为大家反映诉求、沟通交流
搭建了桥梁。外闯市场干部员工所在的三级单
位，也纷纷采取成立爱心互助小组、志愿帮扶等
多种方式，实打实地帮助他们解决家庭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和困难。“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的信
心更大了、干劲更足了。”感受着组织的关怀，
外闯市场的将士们充满了力量。

□通讯员 陈杰 李兴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初，胜利油田海上两口长

期停产油井相继展开作业施工。这两口作业井的
上马开工，也拉开了海洋采油厂与胜利石油工程
井下作业公司合作恢复停产井的序幕。

在低油价形势下，海上一部分复产难度大的
问题井和低产低效井被迫长期关停。目前，海上
油田现有停产井59口，其中无效益关停井9口、
日产量低于10吨的低产低效井38口。

海洋厂作业管理中心采油工艺主管师赵元伟
说：“要想恢复停产井生产，必须进行维护措施
作业。海上平均一次正常作业费用就要500多万
元，这些停产井疑难问题多，复产成本更高并存
在作业后不出油的风险。”

怎样才能盘活这些闲置资产，让停产井起死
回生创效益？

7月份，油田分公司出台《胜利油田分公司
合作恢复停产井管理办法（试行）》，加大与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合作恢复停产井工作力度，盘活
油气资产，增强创效能力，推进合作共赢。

据了解，停产井合作恢复范围为分公司陆
上、海上常规停产井及复杂停产井，合作恢复停
产井采取工程风险承包模式。

“对于海上而言，海洋厂根据停产井作业后
的产出油量给井下作业公司结算作业费。如果油
井产量高、生产时间长，双方收益就高；如果作
业没效果、没产量，双方就都没有收成，施工方
自行承担作业投入。”赵元伟介绍。

8月初，双方确定了第一批海上合作油井5

口，并列入施工日程。
对于井下作业公司而言，合作项目能增加工

程现金流，但这个钱并不好挣。风险合作井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作业难度大、检泵周期短，这就
要求他们认真研究井史，并与海洋厂地质工艺技
术人员一起精心设计方案。作业施工中，还要严
格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作业过程标准化、质量
精品化，最大限度延长油井免修期。

从海洋厂角度来看，合作模式有效降低停产

井作业的投入风险，提高开井时率，减缓产量递
减，盘活海上采油平台和油气等资产的同时，有
利于海上开发质量和工程板块经营效益的双提
升。

“一举双赢。”赵元伟说，“这种机制倒逼
着我们加大对长停井的潜力再认识，通过深化研
究、优化注采，努力让长停井起死回生产出效益
油。同时也倒逼着作业施工方提高作业质量，提
升复杂疑难井的治理和修复能力。”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王 为

一张桌子、两个菜、两瓶啤酒。
胜利海洋钻井公司市场总监王庆的微信里保

存着一张图片，画面极其简单。图片下面有四个
字的说明：“自娱自乐”。

这张图片的拍摄地在广东，王庆正在休假。
当时，王庆愉悦的心情难以自表。

拍摄图片的当天，8月23日，他所在的中石
化胜利海洋钻井公司尼日利亚项目传来好消息，
公司与壳牌石油尼日利亚公司签订了合同期为2+
1年的大单，石化油服首个尼日利亚海洋钻井服
务项目最终敲定。

10年项目尘埃落定

王庆人在中国，心却在非洲。
盯了10年的项目，终于尘埃落定。从他第一

次踏足尼日利亚，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
胜利海洋钻井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许军富认

为，这次尼日利亚能够中标，得益于他们在国际
市场上的良好业绩。

在山东北部渤海湾海域，这家公司曾经为美
国EDC公司服务多年，积累了经验，赢得了口
碑。

这不是这家公司第一次走出国门。
炎炎8月，也是波斯湾一年之中最热的日

子。胜利十号平台阿联酋项目二期合同结束，作
为海洋钻井的“先遣部队”，近6年来，这座平
台为公司带来了12亿元的收入。

波斯湾富集的油气资源为胜利海洋钻井公司
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无限可能，6年前，
国际油价高企，石油工程市场形势一片大好。在

饱受争议声中，胜利十号平台踏上了吉凶未卜的
海外拓荒之路。

不负众望，平台克服了初来乍到的不适应，
闯过了重重难关，以过硬的技术、优质的服务赢
得了业主IOOC和甲方SMS的高度评价，一期合
同签认率97 . 8%，二期合同签认率更高达99 . 3%，
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

刚刚从阿联酋项目部回国的郭庆，与团队紧
张地做着开标前的最后准备，9月20日刚刚交工
的新90米钻井平台有望进入海外市场。与郭庆一
样，新胜利一号平台副经理李恩朋也是从胜利十
号平台成长起来的优秀管理人才，他将作为公司
开辟尼日利亚壳牌项目的主要管理人员之一，位
列在首批出征名单上。

被寄予厚望的项目

9月5日，东营市大渡河路胜利海洋钻井公司
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尼日利亚项目启动会。王庆
受命担任胜利工程公司尼日利亚项目部经理。

这次尼日利亚合同为2+1合同，合同金额
9000多万美元，包括15口生产井和6口作业井。
这份合同对胜利海洋钻井公司来说，来的正是时
候。

今年上半年，受低油价影响，这家公司市场
经营并不理想，尼日利亚合同签订之时，只有2
座平台在生产。

为了扭亏脱困，这个公司四面出击：与民营
企业智慧石油牵手，完成2016年冀东2口井的钻
井施工；海洋地质连续3年承揽上海石油局东
海、南海海上录井项目。

今年2月，与中集来福士船厂签订了总额200
万元的钻井平台综合调试技术服务项目合同，拓
展了非油业务新领域。

8月31日，第一批31名职工组成的钻井队，
在天津DL-17井顺利开钻。项目经理高云奎已经
不是第一次带队出征陆地了，此前，他曾带领60
多人的施工队伍远赴山西进行地热井和煤层气井
钻井施工。

9月17日，作为今年第四个劳务输出项目，
从新胜利一号抽调的20余人先期踏上了远征北疆
的漫漫行程，“海军陆战队”的规模扩大到了
100多人次。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曾组建5个标准化班组
赴黄河钻井输出劳务，向新疆塔里木公司输出钻
井工和运输司机，与东营市阳光公司、科利达公
司合作，输出包括会计、汽车驾驶员、钻井工等
多个岗位，近3年，海洋钻井累计向外输出劳务
近300人次。

许军富更多地把这次在尼日利亚与壳牌的合
作，看作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平台。实际上，他
们早已尝到了国际化的甜头：6年来，以胜利十
号平台阿联酋项目为“孵化器”，带出了一大批
既懂专业、又具国际视野的复合型的管理和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探索出了一系列国际市场管理的
经验和做法，赢得了市场口碑，为继续开辟新市
场提供了潜在可能。

被涂鸦的油气图

在王庆办公室西墙上，挂着一幅2米见方的
英文地图，其中有8个区域，被王庆用红色圈了
起来。

这是一幅比例为1：60万的尼日利亚油气
图，是2年前从非洲拷贝回来的。“没事的时
候，就看两眼。”王庆说。

从2007年第一次踏足尼日利亚，王庆就被这
里丰富的油气资源深深吸引。地处西非东南部的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六大
石油出口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
克）成员国之一。

10年来，王庆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西
非国家。10年间，他所在的海洋钻井公司外部市
场不断开疆拓土，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上，公
司外部市场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重高达42 . 23%，
几乎撑起了“半壁江山”。

胜利十号平台2017年进入合同延期阶段后，
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三期投标事宜，前期良好的口
碑为他们赢得了加分，极有希望在新一轮竞标中
胜出。

目前正在运作沙特KJO项目和科威特滩浅海
项目，参与竞标的多达20多家，都是世界一流的
油服公司。海洋钻井参与的KJO项目有两个标，
分钻井和修井，公司最先进的新胜利五号平台参
与投标。

站在世界地图前，许军富向我们描绘了这样
一幅公司发展蓝图：以胜利十号平台阿联酋项目
为中心，布局中东区域；以胜利四号、新胜利一
号平台尼日利亚项目为中心，开拓北非、西非区
域布局海外，打造国内国外各占“半壁江山”的
市场格局。

尼日利亚项目成为公司今年的“重头戏”。
新胜利一号和胜利四号两座钻井平台将于年底完
成改造，2018年初装船启运。除壳牌尼日利亚项
目外，尼日利亚另一个钻井大包项目也顺利进
行，前期业主已支付一期动员费1 . 6亿奈拉。

两座平台即将同时启航尼日利亚，望着地图
上被他圈红的目标区域，王庆还透露，他们计划
由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甲方做买方信贷。
这一做法，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比较
广泛，可以有效规避汇款风险。“如果实施的
好，市场会主动找上门。”王庆信心满满。

□通讯员 姜化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9月20日于大庆举行的第四

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胜利油田共
有5部（篇）作品获奖。

其中，尚长文的《母亲的石油婚约》、康玲
玲的《丁香花开》、马行的《无人区》获得第四
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张学芹的《飞翔的另一
种形式》获得提名奖。

“中华铁人文学奖”每5年颁发一次，是我
国石油石化及海洋石油行业最高级别的文学大
奖，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和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
委员会主办，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三
大公司协办。这次评奖活动共评出56部（篇）作
品奖和18个个人奖。

今年六月份，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评
奖启动，评奖范围为过去8年内在报刊公开发表
或出版的石油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小说集等九大类别。评奖采取组织
推荐和自我推荐相结合、读者和作者推荐相结合
的方式，分为群众参与初评和专家评定终评两个
环节，每类题材评选2至4部获奖作品，以表彰和
奖励在石油石化工业题材创作方面涌现出的优秀
文学作品和作家。

□通讯员 郑国鑫 刘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20日，随着郑32区块17口

加热炉供气管网的通气投产，石油开发中心135
台燃煤（油）加热炉治理全部完成，实现原油生
产升温加热、员工取暖，由烧煤到用电、用气的
转变。

今年年初，这个单位积极行动起来，调查摸
排目前在用燃煤（油）加热炉的数量、地点，明
确负责人，编制整改方案，全力推进电代煤、气
代煤等清洁生产改革工作。仅用一个月完成涉及
5家单位7项可研方案的编制。

4月12日，他们率先在坨826-NP4井开展电加
热罐取代燃煤实验，同时开展电磁圆罐升温、电
磁方罐升温、半导体分体罐升温三个方案试验，
推动电代煤工作的尽快实施。

现场施工中，该公司相关专业人员明确权
责，确保治理工作扎实高效。他们还构建完成电
（气）代煤管理建设的考核体系。上下全员参与
验收调试，分类确定运行参数，梳理出运行管理
办法。四月份试运实验成功后，八月份全部施工
物料到货，并迅速完成全部设备改造。投运中，
业务干部盯在现场，成熟一口，投运一口，确保
施工安全、试运安全。

“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19口井夜间原油
升温三个人就能搞定，劳动强度大大削减。”胜
凯管理区采油三站站长席云鹏说。

该公司通过优化运行模式，治理过程采取直
接停用、地面流程串接、气代煤、电加热等方
式，已全面停止燃煤模式，较油田安排提前10天
完成治理。

□ 本报通讯员 黄跃镇 王玉鹏

山东石油东营分公司4号加油站位于东营东
城区，紧邻东二路，是今年刚刚投入运营的新
站。按理说，靠着公路，销售业绩应该不会差。
可他们却在连续几个月的评比中排名倒数。

“四号站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接合
部’，车流量其实也不小，但路上跑的多数都是
大型货车。而且，在不足4公里的范围内，还有
其它多家中石化加油站，旁边还有一家私企加油
站，无形中分流了为数不多的‘客源’”，胜利
黄河钻井南苑协调部劳务输出项目4号站负责人
盖建彬向笔者介绍。

如何提高加油站“人气”，圈住更多“粉
丝”，成了盖建彬和四号站的头等大事。

盖建彬和15名劳务输出员工建立了微信群，
定期将岗位操作要点、安全事项、服务标准上
传，共同学习。还结合实际编写了“问候顾客、
加注油品、非油品推荐、结算货款、引车出站”
的“五步法”工作流程，让大家更好、更快地熟
悉新岗位、新业务。

4号加油站有三台加油机，按照左右不同分
为自助加油和现金加油，然而就算是顾客自助加
油，加油员王世庆也总会第一时间赶过去，一方
面是看顾客有没有其它需要，更重要的是防止私
自加注“散装油”。王世庆说：“这既是站上的
规定，也是对顾客安全的负责”。

非油品销售员许艳原来在公寓食堂工作，平
时话不多，不过，现在的她，话不知不觉多了起
来。“以前小商贩卖货，走街串巷靠吆喝，我现
在干销售，闷着头不说话肯定不行”，许艳说。
因为远离市中心，前来加油的大多是过路大车，
易捷店里虽然商品琳琅满目、货真价实，但仍是
门可罗雀，少有问津。“人总得吃饭喝水吧”，
许艳抓住大车司机跑长途、歇人不停车的特点，
大力推销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等即食食品，
还顺带着为物美价廉的米、面、油等其它商品打
广告，竟然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易捷店月度
销售额终于突破一万元。这让许艳着实高兴了一
阵子。

前几天，一辆小轿车因为燃油耗尽停在了加
油站入口，盖建彬和员工赶忙跑过去，生生推了
50多米，一直把车推到加油口。司机感激地说：
“就凭这服务态度，以后一定常来这里加油”。

盖建彬高兴地说：“你看，咱又多了一个
‘粉丝’”。前往4号站加油的车辆慢慢多了起
来，4号站的“粉丝”群也逐渐扩大，日加油量
由初期的2吨跃升到现在的6吨。

走到哪，优良传统就弘扬到哪
——— 胜利孤东采油厂承揽油田驻北京办事处业务工作侧记

风险合作盘活海上停产井

站上“风口”向大洋
——— 胜利海洋钻井公司尼日利亚签下9000多万美元大单

5部（篇）作品

获中华铁人文学奖

燃煤（油）加热炉

治理完成

“咱又多了一个‘粉丝’”

□通讯员 蒲创科 王璐璐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22日，记者从共青团胜利

石油管理局代表会议上获悉，11名油田青年当选
为山东省第十四次团代会代表。

会上正式选举出包括6名基层团干部、5名生
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在内的共11名油田青年出席省
第十四次团代会的代表。

本次选举工作是对油田广大团员进行一次团
员意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再教育，对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扎
实推进“跟着学、跟着做”教育实践常态化、制
度化，牢记使命、敢于担当，为服务油田提质增
效持续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11名胜利油田青年
当选省团代会代表 □崔舰亭 报道

胜利海洋船舶公
司输出了6名专家，
帮助停靠龙口17号泊
位的H1293平台与停
靠龙口来福士船厂码
头的“泰瑞”船完成
位置互换，两地距离
4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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