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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永国
本报通讯员 王东奇 王维东

久久为功，铁杵成针。
产量稳中有进、盈亏平衡点首次出现拐

点，胜利油田降低盈亏平衡点的不懈努力，初
见成效。

规模效益稳产和成本竞争优势，是引领油
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是保持油田企业
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的核心，更是
贯彻落实中央“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

一张蓝图绘到底。胜利油田持续强化成本
经营理念，完善价值传导机制，坚持全链条全
要素全过程成本优化，着力打造成本竞争优
势，朝着2019年的目标蓝图奋进。

保持规模效益产量

摊薄固定成本
49 . 86美元/桶，这是胜利石油开发中心

2018年交出的成绩单，桶油成本同比降低了8美
元。

原油产量较之前一年增加了1 . 37万吨，为
降低成本腾出了空间。石油开发中心经理徐亮
表示，保持规模效益产量是摊薄成本的有效方
式。

原油产量是效益的载体、发展的保证和降
本的基础。胜利油田紧紧扭住储量替代率、单
位完全成本、盈亏平衡点等关键指标，持续发
力，大力推进高效勘探、效益开发，久久为
功，2018年盈亏平衡点同比下降6 . 17美元/桶，
扭转了近年来成本上升、经济可采储量下降的
局面，实现了整体考核盈利。

按照老油田的自然递减规律，胜利油田要
实现效益稳产2300万吨以上的目标，每年必须
弥补350万吨的产量递减。

新建（增）产能是对产量自然递减的有力
补充。胜利油田全力扩大效益建产规模，做稳
东部老油田、加大海上加快西部，近几年新区
产能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
改善。2019年胜利油田计划新建（增）产能153
万吨，其中全年新区计划新建产能100万吨，
同比增加19万吨，已落实产能86 . 4万吨，储量
产能转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加大产能建设的同时，胜利油田把油藏经
营和价值创造理念根植于每一项生产经营活动
中，在优化调整中创造更大价值。

自然递减率下降1个百分点，胜利油田原

油产量就相应增加23万吨。2019年，胜利油田
抓好水驱油藏精细注水管理，将治理双低单元
26个、停产停注井1200口，稀油自然递减率控
制在10%以内；培育三次采油新阵地，全面启
动二氧化碳混相驱工业化应用，确保化学驱年
增油100万吨以上。

突破经营困局

优化成本结构
石油开发中心桶油成本年降8美元，新型

采油管理区建设居功至伟。
胜利油田以新型采油管理区建设为契机，

对每个采油管理区进行独立核算，把油气成本
核算到每一个油藏，把每一个油藏的价值、品
位、经营状况真实反映出来。

只有把账算清楚，才能够实施全成本全要
素降本。胜利油田坚持有保有压，划小核算单
元，优化调整成本结构，适度增加操作成本，
持续降低综合成本，推进全系统、全方位、全
过程成本管控，不断提升资金资源配置效率和
创效能力，推动油田全面可持续发展。

胜利油田大力推进亏损子企业及亏损区块
治理，以革命性的措施解决亏损难题。作为胜
利油田最早投入开发的胜坨区块，因连年亏损

被纳入扭亏脱困治理行列。
围绕降低油气资产折耗费，2019年，胜利

采油厂打出控递减、提产量、降成本的组合
拳，明确了胜坨区块扭亏脱困路线图。

通过增储量、稳产量、降负债、轻资产、
退闲置土地等工作，胜利油田实施集约化管
理，降低折旧折耗、财务费用和资源消耗成
本，2018年，固定成本占比持续下降，其中，
减少土地持有成本2亿元。

维持效益稳产除了新井增产外，还要依靠
作业措施工作量的投入。2018年，胜利油田完
善稳产投入长效机制，严控低效无效工作量，
全年油井措施比计划减少412井次、年增油
255 . 5万吨，效益稳产基础更加坚实。

同时，胜利油田以经济为纽带、以合同为
契约，构建专业化队伍与被服务单位之间甲乙
方关系，增强活力，提高全产业链价值创造能
力。

挖掘创效潜力

转化资源资产优势
这是一份双赢的协议。
胜利孤东、孤岛采油厂和东北油气分公司

松原采油厂签订合作协议，由前者承揽后者的

部分油气生产、生产辅助、机关科室管理与技
术业务等业务，有效盘活人力和油气资源，取
得双赢。

从“渤海湾畔”到“黑土地”，只是胜利
油田有组织成建制组织员工外闯市场的一个缩
影。目前，胜利油田优化人力资源3 . 82万人，
对外创收10 . 8亿元，外委费用下降1 . 33亿元。

合作双赢的案例，不仅仅发生在胜利油田
和东北油气分公司之间，在胜利油田内部更是
俯拾皆是。

闲置资产盘活了才有效益。近年来，胜利
油田打破单位藩篱，坚持大资源、大资产、大
人力优化，把分散、重复、闲置、低效的储
量、技术、人力、设备等资源资产，在全油田
范围内加强区域合作、优化配置，充分挖掘各
类资源资产的创效潜力，最大限度使资源资产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价值创造的引领下，胜利油田打破“划
界限”“守地盘”的思维定式，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油田内生动力。
他们加大与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合作开发力度，
盘活了6300万吨难动用储量，今年计划建成产
能38万吨。2019年，现河采油厂拿出27区块近7
千万吨储量“招亲”，通过与采油公司、研究
院合作，全面推进低效储量效益开发。

□通讯员 王维东 惠心怡 范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东胜公司，选用方案就像

从超市买东西，每口井的措施方案，至少有两
套备选方案，有的甚至有三四套，而且每套方
案都明码标价，选择哪套方案、方案用与不
用，决定权在管理区。

方案“超市”的雏形是方案库。每年10月，东
胜公司对管辖的10家管理区进行摸底，寻找增
产潜力点。科研人员对摸排出来的低效开发单
元确立开发策略，每口低效井和停产井都有具
体的挖潜方案，以备不时之需。久而久之，这些
具有增产潜力的技术方案便形成方案库。

东胜公司地质所开发综合室主任王忠兴
说，以前，每口井只有一种方案，管理区只能

做“必答题”。2019年，在方案库的基础上，
东胜公司丰富完善了油水井的治理手段，建
立方案“超市”，为每口井提供不同的治理
方案，技术难易程度和含金量不同，价格不
一，管理区自主决定采用哪套方案，实现了
从用方案到选方案、从行政安排向市场激励
转变。目前，方案“超市”储备了近2000套方
案。

油藏开发具有多解性。“随着油藏的开
发，区块的开采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
动态调整的过程。稠油区块有蒸汽吞吐开发技
术，也有冷采降黏技术，亦可采用酸化技术开
采。”王忠兴说。方案只有在优化调整的过程
中才能做到精准施策。

金8块属稠油油藏，过去，区块的主打开
发工艺是蒸汽吞吐。2019年，东胜公司桓台采
油管理区对比工艺所提供的两套方案，选取了
2个井组试验冷采降黏开发技术，不仅投入产
出高，井组日产油从7 . 2吨增加到15 . 4吨，而且
油藏开发效果也明显改善，含水率下降9 . 2个
百分点。

方案被采纳，管理区按照标准支付科研单
位设计费；增油措施超预期的，依据增油量对
科研单位进行奖励；达不到预期的，扣罚设计
费。科研单位根据方案实效，对主导方案设计
的科研人员实施奖惩。

长期以来，指挥权在科研单位，管理区的
话语权小，科研单位制订的方案管理区只有执

行权。即使方案最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埋单
的也是东胜公司。如今，方案设计不再是无偿
服务，而是有偿服务，设计不好，科研单位埋
单，倒逼科研人员持续深化油藏认识和技术分
析，提高方案设计的质量。

“以前追求的是有没有，现在追求的是好
不好。”东胜公司地质所开发主管吴桂莲以往
关注更多的是有没有增油；如今，她不仅要考
虑方案过得去，还要过硬，最大限度地释放油
藏潜力。

“干得少了，增油多了”。前五个月，东
胜公司共实施58口措施井，平均单井日增油2 . 6
吨，同比增加30%，油井措施有效率提高10个
百分点。

□ 本报通讯员 贾玉涛 代俭科

永3-侧平1井成功了。
4月5日传来消息，几天前因低温造成油嘴

堵塞停产的永3-侧平1井再次投入生产后，自
喷日产油40多吨。这口井唤醒了沉睡十年的永
进油田，同时也意味着胜利油田西部探区深层
低渗透油藏开发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永远前进”的名字

新疆的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坐落着中国
第二大内陆盆地——— 准噶尔盆地，就在这个盆
地的腹部，一个油田一“睡”就是10年。

2000年，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准噶尔
盆地腹部及周缘勘探。2003年11月，胜利油田
部署的永1井开始钻探。

2004年8月，永1井中途测试，7 . 94毫米油
嘴求产，折合日产油72 . 07吨，日产气10562立
方米，实现了油气勘探的新突破，上报控制、
预测储量近亿吨，“永进油田”就此诞生。

然而，随后完钻的永2井、永3井、永6
井、永7井、永8井、永9井等探井和开发评价
井永1-平1水平井，仅4口井完井试油获得工业
油流，且平均累计产油量不到4000吨。

与西部高额钻井成本相比，如此低的产量
就意味着没有效益。

“究其原因，与这个地区复杂的油藏地质

条件、艰难的钻探条件和较大的投资有很大关
系。”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刘磊专家说。

永进油田油藏埋深在6000米左右，储层渗
透率在零点几个毫达西左右，比胜利东部被称
为“磨刀石”的滩坝砂油藏渗透率还小。

6000米左右的埋深，高达100兆帕的地层压
力，复杂地层岩性组合，造成地层稳定性差，
导致钻井过程事故频发，钻井周期长，8口井
平均钻井周期394天，因而导致钻井成本成倍
增加。

“在西部钻一口直井，投资一般在5000万
元左右，一口水平井更是需要8000万元到1个
亿。”刘磊说。

加上酸压等储层改造技术实施难度大，缺
乏有效的增产措施，单井产油量低，经济效益
差。随着永进油田最后1口生产井永1-平1井因
低产关井，永进油田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动用。

1口井的“三个目标”

由于长期未动用，永进油田的控制储量被
降为预测储量，储量规模降到5790万吨。

2015年，胜利油田决定唤醒这个沉睡的油
田，成立专门的攻关项目组，并对永3-侧平1
井提出三个目标，要求一定要设计好、打得
成、打得好。

为早日实现突破，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
院低渗透油田开发研究室成立“永进项目

组”，对永进油田的油藏开发难题进行针对性
的技术攻关。

1000多平方公里工区内，只有8口完钻井，
其中两口井之间隔着9公里，可用的资料非常
少。项目组成员多次远赴新疆岩心库，通过实
际岩心观察，认为该区层理缝较为发育，可大
大改善储层物性，增加储层渗透率，有望取得
较高产能。

在这一认识下，项目组又对永进油田开始
了新一轮评价，积极与高校进行联合技术研
究，攻关稀井条件下深层薄砂体储层描述技术
和数字岩心层理缝模拟测试等技术，预测储层
有利发育区，落实储层的渗流能力，优化开发
经济技术政策界限。

2018年7月，永3-侧平1井开钻。鉴于之前
钻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永进项目组分三
批轮流进驻井场，随时把控水平井轨迹钻进情
况。

7月到9月的新疆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地人
戏称“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炉子吃西
瓜”，白天井场温度40多摄氏度，晚上温度只
有七八摄氏度。

从钻井开始到结束，在100多天的时间里
光钻头就换了24个，超高的地层压力、温度和
坚硬的岩石，多次导致钻井异常，6000米目的
层，导向仪13米盲区，水平井轨迹非常难控
制。项目组成员与现场技术人员一道，根据多
种资料综合判断钻进情况，实现了侧钻水平井

准确入靶。
最终，永3-侧平1井顺利完钻，钻遇靶点

和预测靶点的误差不到4米。井不仅设计成
了，而且打成了，还打得很好。

唤醒沉睡10年的油田

2018年10月14日，永3-侧平1井顺利完钻，
并在人们的期待中试采成功。

数据第一时间传到了油田领导的手上，投
产后油压稳定在50兆帕，日产油35吨。

目前，永3-侧平1井在油压稳定的情况
下，日产油到了40多吨，已累计产油2000多
吨，预计可产原油3 . 5万吨。

永3-侧平1井的成功，打破了永进油田十
年的沉寂，鼓舞了士气，也为胜利西部深层低
渗透难采储量动用和有效开发带来了信心。刘
磊坦言，如果这口井再不成功，那么这个区块
有可能会再次被打入“冷宫”，永进油田有效
动用步伐又要推后。

永3-侧平1井为永进油田的有效开发带来
了曙光。目前油田又在永进油田有利部位部署
了2口长水平段评价井，希望进一步攻关优化
钻井技术和有效开发技术，降低投资成本。如
果这两口井取得成功，那么胜利西部1 . 1亿吨
深层低渗透油藏有望成为未来胜利油田增储上
产的重要阵地。

□通讯员 惠心怡 王玉强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于近

日荣获山东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单位称号，
同时获得该荣誉的还有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胜
利油田石油开发中心。另有5人获先进个人，1人
获先进工作者。

“七五”普法是指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
化，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
基础作用，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今年是国家“七五”普法的第四年。2018年
下半年，山东省对各地市、中央驻鲁企业普法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油田普法工作开展得
扎实有效，在山东省走在前列。

“七五”普法以来，油田加强普法讲师团、
普法联络员、普法志愿者三支普法队伍建设，实
施分类普法，先后举办了“送法到单位”法律培
训86期次，培训干部9500余人次，举办“送法进
基层”法律培训210期次，培训基层班（站）长
及骨干员工19800人次，增强了基层员工法治意
识。同时充分发挥油田“148”（8781148）法律
热线的作用，三年来，义务为员工解答法律咨询
1250人次，为居民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万余
人次，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纠纷。

一口井唤醒沉睡十年的油田

方案“超市”让用方案变为选方案

全力降低盈亏平衡点
——— 胜利油田控制成本记

□朱克民 报道
胜利油田机厂幼儿园组

织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以“变
了变了”为主题的“第八届
小葵花科技节”，并量身打
造“童心点燃科学梦”六一
特别游园活动，引导孩子们
一起发现生活中的千变万
化，在变化中体验科学的趣
味和魅力，把“绿色环保、
低碳生活，探究发现、创造
无限”的美好生活理念融合
在生活中、游戏里，让孩子
们亲身体验，用不同的方法
去探究“变了”的秘密，加
深对生活、科技、自然现象
的了解。

科技点燃

快乐童年

油田获山东省“七五”
普法先进单位

□通讯员 梁子波 孙浩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钻井院研发的海底管

道水下施工装置近日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海底油气输送管道在长期服役后存在缺陷或

损伤，维修时经常需要进行管道连接。由于水下
施工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时对施工装置
和机具有极高要求，为此钻井院研发出一种能准
确定位、连接和固定的海底管道水下施工装置。
该施工装置包括固定载体以及移动单元、管体夹
紧单元、螺栓上紧单元，具有易操作、安全可靠
等特点。施工时，通过转臂液缸驱动转臂将管体
提起，液缸推拉调整梁移动调整管体高度，纵移
液缸使管体在导环的导向下能够准确地与原管体
对接，液压扳手在压缸和转缸的配合使用下完成
螺栓的拧紧，实现海底管道连接。

海底管道施工装置
获国家发明专利

□通讯员 孙万芹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9日下午从滨海公安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滨
海各级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2个，摧
毁恶势力犯罪集团11个，侦破涉恶犯罪团伙16
个，破获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257起，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成效。

今年年初以来，滨海公安局持续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山东战役“攻坚战”“破袭战”滨海
行动，对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套路贷”以及
具有油田地域特点的违法犯罪活动，实施专案侦
办，多层次侦查打击。4月16日，成功打掉“白
某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42
名，查封房产15套、商铺1套，涉案资金260余万
元，破获该集团违法犯罪案件47起。为鼓励社会
公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恶霸痞违法犯罪，滨海公
安局还按照《胜利油田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举报奖
励办法》，根据调查核实情况视情分别给予人民
币300元到200000元相应奖励。

滨海局破获257起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案件

□通讯员 李超君 刘爱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4日，油田“互助友爱一

家亲、医疗专家一线行”义诊咨询活动在孤岛区
域服务中心举行。来自油田中心医院的20余名医
疗专家及医护人员，为孤岛职工群众带来包括心
血管内科、肝胆外科、妇科、神经外科、呼吸内
科等16个科目的现场义诊和咨询服务。

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一边认真地为职工群众
做检查，一边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做病情分析。
针对各人的不同情况，医生耐心向职工群众叮嘱
注意事项，详细介绍防病和养生知识，并提出合
理的膳食、运动等生活指导，做到未病先防、既
病防变、预后防复。活动当天，孤岛区域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现场发放业务宣传单
和口头讲解等方式，向前来咨询的广大职工宣传
区域服务中心的服务宗旨及开展的具体业务、基
本流程、办理的相关资料等情况，并配合医务人
员做好居民健康常识、急救知识及国家基本医疗
政策的宣传贯彻。

“医疗专家一线行”
走进居民小区

□通讯员 郭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7日上午，西北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常江来到胜利油田，双方围绕校企
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座谈。

西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在
上世纪50年代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石油地质人
才，上世纪80年代与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开展
了长达20年的联合办学，在地质学、资源勘查等
领域具有很强的科研实力。

近年来，胜利油田勘探开发迫切需要先进的
理论和技术支撑，希望双方立足油田需求，达成
合作共识，畅通联系和交流渠道，紧密携手，发
挥各自在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
势，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交流。

油田与西北大学
开展校企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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