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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王 嘉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贾瑞君

“愿意参加抢险队的举手！”8月11日早
上，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采油管理二区副经理
汪海沛接到上级指令，要求继续深入救灾一
线。

“我！”“算我一个！”“还有我！”
话音刚落，会议室内党员们争先恐后高喊

着报名。其实，他们刚从奋战了一夜的抢险一
线退下来，有的嘴里还含着未嚼完的包子，有
的刚刚打上豆浆。

台风“利奇马”过境期间，这样的情景发
生在油田的每一个角落。持续3天的暴风骤雨
导致多个生产区域和居民小区不同程度内涝，
海边堤坝部分受损。面对灾情，油田上下5000
余个党组织、11万名党员众志成城，迅速开展
自救和救援，党员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奔赴救灾
前线，在险情面前筑起一道“红色堤坝”。

险情面前诠释责任与担当

险情面前，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强有
力的“定盘星”。台风“利奇马”来临时，油
田领导或坐镇油田生产指挥中心统筹工作，或
深入救灾一线指挥抢险，险情面前诠释出责任
与担当，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誓言。

强降雨来临前，油田生产运行管理中心党
支部书记兼主任刘广友带队赶赴胜利发电厂、
东辛厂、辛四变排涝泵站，落实油田重点防护
部位和易涝区域台风防御部署情况和应急能
力。提前将胜大水利100余台排涝泵落实到各
重点防护区域，并将应急救援中心20台消防
车、油区护卫中心400名抢险人员、8台越野吉
普提前部署到位。

作为保民生的重要部门，公共事业部同样
也是这次救灾协调指挥的核心之一。台风到来
前，这个部门主管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重点督导
各自承包单位责任落实情况、整体防控措施到
位情况、物资人员就位以及重点要害部位防范
措施到位情况。台风过境期间，所有党员干部
全部深入住宅小区、幼儿园、医疗服务机构等
承包单位，指导抗击台风工作。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时间紧迫，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抗灾排
涝，把保油保供保民生的初心使命落实到行动
中。”电力分公司党委书记张鹏程在班子碰头
会上强调。

台风当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是指挥员
更是战斗员。

张鹏程工服的裤腿始终没干过。他连续3
晚带班值守，冒雨蹚水先后赶到孤东电力服务
部垦东5线等9个重点防汛现场和6个内涝严重
的居民小区，实地了解和指挥电网防汛工作。
与此同时，班子成员分七路到抢险一线实地查
看雨情、汛情，现场组织抢险排涝。

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汇聚起强大的
凝聚力，电力分公司每天参与抗汛抢险人数超
过3000人。台风过境期间，油田110千伏以上主
网架运行稳定，35千伏输电线路运行平稳。截
至13日8时，符合安全要求的配网线路和所有

居民小区全部恢复供电。
11日晚8时，纯梁厂大芦湖管理区采油4站

党支部书记黄忠红在巡视L225CX5井场时发
现，持续上涨的积水马上就要淹过控制柜支
架，极有可能造成整个线路断电。

周边地势高导致排水速度缓慢，雨势太急
用抽水泵抽已经来不及。黄忠红决定在地势较
低的路段挖一道沟。他带领5名员工用铁锨沿
着砖缝和石头缝挖，铁锨伸不进去的地方，就
用手抠。经过近50分钟的艰难施工，挖出一道
沟渠，井场积水顺利排出，化解了一场危机。

“红色堤坝”彰显本色

穿着淋透的衣服，每隔两至三个小时就要
蹚着齐腰深的水前往涝区检查情况，随时进行
紧急排涝救援。连续4天，作为一名普通的党
员干部，应急救援中心乐安救援站站长张宁和
同事们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对张宁来说，他承受的不仅是身体的透
支，还有心里的愧疚。父母居住的辛兴小区是
内涝的重灾区，为了救援任务，他只能抽空给
父母发个信息确认安全，然后坚守在一线救
援。在小家和大家面前，他毅然作出守护大家
的抉择。

这只是抗台救灾中油田基层党员干部的一
个缩影。在使命面前，每一位参与救援的人员
都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由于所辖小区都是内涝严重的老小区，公
共事业服务中心瑞康服务部的支委成员，时间
最长的4天3夜没有回过家。危机时刻，只是电
话了解一下家里的受灾情况，他们把心思全部
用在了小区的防洪排涝工作中，把保障居民生
活放在了第一位。

在党旗的坚强引领之下，在党组织的凝心
聚力之下，在党员的带头作用之下，油田广大
干部员工连续奋战、抗击台风、排涝抢险，展
现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过硬作风。急
难险重任务面前，他们心中有使命、肩上有担
当，用忘我工作和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

暴风骤雨中筑起“红色堤坝”

□通讯员 王东奇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4日，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洒在油城，工作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一种
久违的明亮。在过去4天的狂风暴雨中，大家
奔波忙碌于快速恢复台风“利奇马”对生产生
活造成的影响。截至8月13日晚8时，油田电力
分公司辖区内89个居民小区全部恢复送电。油
田移交小区积水全部排空。各生产单位生产秩
序逐渐恢复。

本次台风期间，胜利油区出现狂风巨浪、
强风暴潮以及强降水的灾害天气，是有气象记
录以来影响油区最强的台风，降水量再次突破
东营地区历史极值。

保民生是重中之重。台风过后，油田公共
事业服务中心各服务部加强对小区隐患排查，
特别是对车辆停放、天台落雨口及排水系统再
次进行认真检查，检查防汛应急物资、设备是
否齐全，全力以赴备汛防汛。

油田还全力配合东营市政府开展防汛救灾
工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将影响降至最
低，暴雨中，公共事业服务中心24小时不间断
全力开展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居民救助工
作。应急救援中心启动最高级别一级应急响
应，迅速集结550人的应急战备队伍，24小时在
岗值班待命，并特意从天津协调排涝车，增加
救助力量。在降水量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今年
油田移交住宅小区地下车库无一个出现积水现
象。

狂风暴雨给供电线路造成较大影响。数据
显示，4天的时间里，油田移交住宅小区累计
发生停电89个区域。电力分公司坚持“风情雨
情就是命令”，把保民生放在第一位，争取第
一时间为小区居民恢复送电。班子成员分七路
深入到基层单位、受灾小区组织抗洪排涝，基
层各单位落实领导带班和生产值班制度，党员
干部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全力配合小区排涝

抢险，做到了排完一处恢复一处。
8月13日晚上8时，随着盛苑小区一次送电

成功，受台风“利奇马”影响的89个油田移交
住宅小区全部恢复送电。

分离移交后时代，相关业务、设施设备都
已经移交给地方政府。在台风“利奇马”面
前，油田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积极主动配合地
方政府，科学有序应对灾情，共同抗击台风，
取得了抗击“利奇马”的阶段性胜利。

作为独立工矿区的港区社会化服务协调中
心医疗卫生服务部，承担了港区地方政府的医
疗保障和受灾人员应急安置点工作。按照政府
要求，截至8月11日下午5时，原滨海医院多功
能室、仙河影院、振兴小学作为地方救灾安置
点，共安置周边村民763人，在政府的统一安
排下，卫生防疫、基本医疗及相关服务工作运
行正常。

生产方面，油田各采油厂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科学应对，特别是油公司改革后，与油
田专业化单位联手应对超强台风，提高了效
率。

现河厂强化远程监控开井，减少人工巡线
开井风险，提升开井效率。台风期间，郝现管
理区由于大线瞬停累计造成54口生产井停井，
其中有45口第一时间实现了远程开井。胜利采
油厂依靠生产指挥中枢，及时收集动态信息，
全力调派应急车辆，兵分多路深入现场组织抢
险、督导开井，加强对油井设备、外输线、集
油线、泵站等生产要害部位生产数据的监控，
确保运行正常。河口电力分公司和河口电力服
务部，成立三个抢险小分队，进驻大王北、埕
东、陈家庄三个偏远油区，确保第一时间抢
修。车辆服务中心河口服务部优化车辆、人员
安排，保证了安全高效运行。应急救援中心出
动5台消防车，到埕东油田进行排水。截至发
稿时，胜利油田各项工作已经恢复平稳。

积极配合地方政府 科学有序应对灾情

胜利油田各项工作已恢复平稳

□通讯员 王维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技

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石油企业开
启智能油田新时代。目前，胜利油田信息化数
据已经具备秒级采集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落地的条件也基本实现。

据了解，目前胜利油田建成了企业级数据
中心，存储86个油气田2313区块55963口井、374
个地震工区结构化数据5 . 2亿条，非结构化数
据172TB;持续推进油藏模型化建设工作，主力

单元模型化率达到100%。
在7月30日由山东石油学会主办的2019年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知
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以“推进智能化
技术研究，深化人工智能应用”为主题，围
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用热
点，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油田勘探开发、
生产运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践和发
展方向，为油田进一步推进两化融合提供信
息化支撑。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
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
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石化
也提出，要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

在具备信息化数据采集能力的基础上，
人工智能将成为油田下一步在智能油田建设方

面的另一把利器。与传统的智能技术相比，人
工智能不仅可以用自动化处理替代人工交互操
作，实现降本增效，而且还将用数据驱动分析
和建模替代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的分析，提升解
释成果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未来，人工智能将胜利油田资产、资源、
活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建立全面感知、集
成协同、预警预测、分析优化的油田，推动增
储上产、绿色安全、高效运营、精细管理，实
现资产价值最大化。

胜利油田信息化数据实现“秒级”采集

□通讯员 彭大为 肖本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由中石化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固井技术服务中心承揽的干热岩井GR1
井固井一次成功。该井的固井施工成功，对我
国干热岩的深入研究与新能源商业开发意义重
大。

GR1井位于青海省共和县。2017年8月，该
井钻至3705米深处探获236℃优质干热岩，成为
国内温度最高的干热岩井。因井下地质复杂，
直至2019年6月，作为中国石化干热岩科技攻坚
项目启动，胜利固井也首次进入干热岩开发施

工领域。
干热岩是一种新兴地热资源，地下储量巨

大。干热岩发电技术可大幅降低温室效应和酸
雨对环境的影响，且不受季节、气候制约，利
用干热岩发电的成本仅为风力发电的一半，只
有太阳能发电的十分之一。

针对该井超高温，井下复杂地质情况，固
井技术服务中心组建以“首席专家+技术骨干+
安全骨干+中石化金牌队”的施工项目组，在
实验室进行多次超高温实验，研究形成整套固
井技术和现场施工保障方案。施工中，为确保
水泥浆体系稠化时间、失水等性能满足施工要

求，一直使用便携式稠化仪进行大样复核，并
首次使用研发的超高温早强水泥浆体系。经过
3个多小时连续施工，胜利固井人员克服高原
反应，干热岩井固井施工获得一次成功率
100%，全井固井质量达标。

通过GR1井的技术攻坚和前期高温井作业
经验积累，目前，胜利固井最高可进行井底温
度240℃的固井施工，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资料显示，我国干热岩体的储量达到了世
界石油储量的50倍。该井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青海省政府、中国石化共同合作，中国石化具
体负责GR1井的作业施工。

中国石化干热岩项目固井施工一次成功

□通讯员 朱克民 王国章 报道
8月1日上午，胜利油田在埕岛海域组织海上消

防应急救援演练。
当天，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中新社等中央媒体和山东省部分市媒体的24名
记者走进油田，开展为期2天的“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 聚焦生态油田”采访活动，实地拍摄绿色
油田、生态油田的精美画面。

近年来，胜利油田积极探索以环保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对照中国石化绿
色企业评价标准，大力实施油田绿色企业行动计
划，努力建设生态油田，奉献清洁能源。

多家媒体聚焦

油田生态建设

□通讯员 崔舰亭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前不久，胜利292船首次在东

海完成对外输电抢险作业，并收到来自中国海洋
石油上海分公司平湖作业公司的感谢。

平湖综合平台位于东海工区，隶属于中国海
洋石油平湖作业公司，距离上海市东南约450公
里。该平台是一艘集钻井、采油、集输等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平台，负责上海市天然气供应。

8月4日20点40分，平湖综合平台发生主电故
障，应急发电机因二极管故障导致程序丢失无法
启动，整个平台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十分危急。

平台迅速将此情况汇报，HYSY942守护船
因正在执行平台卸载任务，无法进行救援。平台
监督组联系了船电频率一致的胜利油田海洋石油
船舶中心胜利292船。胜利292船接到任务，迅速
赶往平湖综合平台。

经过6个小时的航行，8月5日凌晨3点，胜利
292船抵达平湖平台附近。由于平台失电，如何
接近平台便成了摆在韩海峰面前的一个难题，韩
海峰命令三副将两盏探照灯打亮，大副在后甲板
进行指挥。“20米，15米，10米……”在大副的
指挥下，胜利292船最大限度地抵近平湖平台。
紧接着平台的140米电缆便被吊至胜利292船甲
板，吴立宪带领轮机部人员对电缆进行固定、连
接、测试。

由于平台电缆下放处较窄，而且海上流速较
快，船舶需要长时间“钉”在海面上，该船凭借
经验调整船位，保证船舶安全。

“电缆和输油管线不同：输油管是空心的，
到海里可以漂浮；电缆沉底。船和平台的距离十
分重要，不能忽远忽近，这几个小时一定要保持
平稳。”韩海峰说。

1个小时、2个小时……4个多小时过去了，
平台上终于传来好消息：故障排查成功！启动、
并机、负载切换，平台终于完成故障抢修。

胜利292船东海完成
对外输电抢险作业

□通讯员 程秀坤 胡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风雨无情人有情，在刚刚经历

的9号台风“利奇马”中，来自胜利油田桩西采
油厂的员工，在大水中成功解救6名溴素厂员
工。

桩西厂采油管理二区注采202站所在的油区
濒临渤海，长长的海堤把油区和渤海相隔，油区
与养殖区、盐化区等交错在一起。独特的地理位
置导致油区排水不畅，抵御暴风雨的能力有限，
极易发生水涝。

8月10日至12日，台风“利奇马”登陆山东
带来强雨水。连日的降雨导致与大海相连的神仙
沟水位上涨，海水出现倒灌。

11日晚上十二点多，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
猛，不断上涨的海水淹没了油区和进井路。为了
安全起见，党支部书记李跃飞马上组织员工转移
到二楼。当晚，几名党员轮流值班，打开巡视灯
密切关注水位高度和变化。

凌晨2点多钟，在位于该站半公里之外的公
路上，一束微弱的光柱来回闪烁，引起站上员工
侯卫山的注意。“快看，远处有灯光闪烁！好像
有人！”

在判断远处确实有人后，李跃飞当机立断，
带着值班员工穿好救生衣、拿上救生圈冲了出
去。

此时外面风猛雨急，院子外水深的地方已经
没过大腿。他们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向灯光闪
烁的地方走去，同时向对方喊话，在摸索中他们
艰难地来到被困人员身边，并把救生圈发给大
家，最终成功把被困人员解救出来。

油田员工
深水中救出6人

□通讯员 任厚毅 赵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在沈阳召开的“致密油藏

压裂完井技术”成果交流推进会上，由胜利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组织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渤海
湾盆地济阳坳陷致密油开发示范工程”取得阶段
成果。

“致密油藏压裂完井技术”重点围绕胜利油
田致密油藏产能低、递减快、能量补充难、成本
高的开发难题，开展致密油开发渗流机理、储层
岩石力学与裂缝扩展机理等研究。经过两年的攻
关，项目开展了全三维体积裂缝扩展规律等基础
研究，形成了以组合缝网压裂工艺、簇式支撑高
导流压裂工艺等为核心的致密油体积压裂完井技
术，并开展了30多口井的现场试验。创新形成的
致密油高导流节能高效压裂关键技术整体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形成的致密油“分支缝+高导缝”
组合裂缝压裂技术，裂缝监测评价的波及体积提
高2至3倍。

致密油藏压裂完井技术
取得阶段性成果

□通讯员 尹希东 范海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几天来，油气井下作业中心

桩西特车大队特种车司机田占文、李小亮两位石
油工人英勇救渔民的事迹传遍了桩西油区、仙河
大地。

8月12日，超强台风“利奇马”裹挟着暴风
骤雨席卷了桩西油区。9：30分，田占文、李小
亮突然接到防汛指挥部的命令：由于台风到来
前渔民撤离仓促，渔民居住区有一名渔民未能
撤离，已失联2 4小时，需要紧急协助搜寻营
救！

在距离事发地点3公里处，水位随着狂风暴
雨一直在上涨，半挂车无法前行。李小亮同带路
渔民驾驶挖掘机继续前行，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
到达现场，在房屋的背面发现了被困渔民。李小
亮将他背到驾驶室内，并把自己的早饭交给他。
获救渔民一边吃饭，一个劲地说道：“谢谢石油
好兄弟，您救了俺一条命啊。”

石油工人救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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