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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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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杯长城润滑油杯

茂名石化成品油装船外运同比增加17.5%

茂名石化认真落实安全环保措施，强化员工责任意识，开展码头提效劳动竞赛活动。1 月~9
月，完成成品油装船 377艘，装船量达 252.43万吨，同比增加 17.5%。图为 10月 1日，佳酉 11号轮船
靠泊作业。 李 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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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石建芬 通讯员姜
邵华报道：10月10日，江汉石油工
程 钻 井 二 公 司 川 东 南 项 目 部
70562JH钻井队技术员李宇，对承
钻的胜页14-S1HF井即将进行的
三开施工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今
年以来，川东南项目部打破固有模
式，让钻井队主导制定技术方案，
项目部退居幕后进行优化指导，充
分调动井队积极性，施工效率明显

提升。在复杂地层增多、井深平均
增加1000米、水平段延伸情况下，
机械钻速同比提高 14.5%，提前
112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川东南项目部所在的涪陵工
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设计方案以
前都由项目部技术办制定，只在施
工前到井队进行交底。井队技术
人员被动接受，井下出现异常情况
后无法及时处理。

今年初，钻井二公司召集工区
9支井队长和各路专家、技术干部，
开展提速提效研讨，决定打破传统
技术管理模式，优化技术交底模
式，将以往保姆式的管理方式，改
为由井队组织编制设计方案，项目
部技术人员参与进行技术交底，井
队全面掌控每口井的技术问题。

项目部将权限下放，最大限度
激发出井队潜能。今年70126JH钻

井队承担焦页 83-2HF井钻井任
务。施工中，技术员齐汉生对比采集
砂样，在钻至浊积砂层时，提前弱化
钻井参数保护钻头。钻头使用到后
期时，他一直守在司钻房实时监控各
项参数，及时判断井底情况，把握好
起钻时机，实现一趟钻钻穿浊积砂
段，创出涪陵江东区块单只钻头使用
时间最长、进尺最多的新纪录。

不再做“保姆”，让项目部技术

人员也腾出时间和精力攻关技术
瓶颈。项目经理靳显令介绍，今年
他们围绕提速降本，先后完成涪陵
深层页岩气高效钻井技术应用研
究、涪陵页岩气中上部地层低成本
钻井液研究及应用等9个课题，其
中钙钾基聚合物钻井液体系研究
成果降低成本 13%。项目部也先
后刷新 5项施工纪录，实现 6项技
术新突破，提速提效显著。

本报讯 10月9日，在胜利油田
纯梁采油厂正南15号管理岗零散
天然气收气点，员工郭磊正对设备
流程运行情况进行逐一排查，并与
油田天然气销售公司人员对电表
电量情况、来气压力、流量计的累
计总数等进行检查核对。

纯梁采油厂树立“一切资源都
能创造价值”的理念，积极探索零
散天然气回收途径和工艺，累计回
收天然气584万立方米，相当于创
造经济效益1000余万元。

油井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伴
生天然气。这些伴生气除用于水

套炉、多功能罐的加温外，无法有
效利用。2018年初，纯梁采油厂探
索零散天然气集中回收方案，建成
花古101零散天然气回收示范点，
全年回收天然气150万立方米。

2019年，随着高效零星区块不
断增加，伴生气量也随之增多。由

于采油厂处理技术有限，处理成本
居高不下，零散天然气无法有效利
用。今年7月，他们坚持走专业化
发展、市场化运作之路，与有较高
资质的专业化企业胜利油田天然
气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开
展零散气回收。

纯梁采油厂对管网进行优化，
及时监测管线运行情况，完善天然气
回收设备，组建零散气收气点，先后
建立正南15号管理岗、高26斜21/
斜 22和正北2号收气点，预计全年
可回收天然气500余万立方米，创造
经济效益近千万元。（王蕊仙）

齐鲁石化持续优化
节能逾3万吨标油

本报讯 1月至9月，齐鲁石化积极推
进能效提升计划，充分挖掘装置节能潜
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前9个月同比节能
3.59万吨标油，实现大幅增效。

今年以来，齐鲁石化结合装置实际
制定节能优化措施，加快节能新技术应
用，不断优化装置高效运行，深化装置能
耗对标，持续提升能源利用率。为确保
节能措施落实落地，该公司加大实施情
况跟踪与检查力度，逐项对接措施落实
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截至9
月底，122项节能优化措施完成71.3%。

（刘芳芳）

青宁管道岔溪河
定向钻回拖成功

本报讯 9月 25日 16时，由中原油建
承建的青宁（青岛-南京）输气管道工程
岔溪河定向钻回拖成功。

此次定向钻穿越长度 506.37 米，穿
越地层结构疏松，大口径穿越时极易发
生孔壁垮塌。为确保穿越施工万无一
失，中原油建在钻前针对穿越地地质、环
境特点，精心编制施工方案，严格泥浆配
置。在回拖过程中，他们认真做好安全
和技术交底，强化现场安全风险防控，严
格督查各施工环节，经过 5小时连续奋
战，管线最终破土而出，回拖成功。

（林洪湖）

扬子石化提升
环氧乙烷公路出厂量

本报讯 三季度，扬子石化环氧乙烷
公路装车1193车次，出厂量达3.2万吨，
创公路出厂新纪录。

三季度，正值夏季高温时节。扬子
石化克服装置来料温度偏高、装车鹤位
少等不利因素，出台针对性措施，力保环
氧乙烷公路出厂。特别是在7月19日至
9月 12日，原管输渠道因检修停止输送，
装车运输量增加。扬子石化充分利用现
有资源，全力提高公路出厂量。他们延
长装车时间，成立联合保运小组，24小时
不间断巡检和排查隐患。加强装车操作
工岗位规范检查，出台夜间装车作业操
作要点，做好装车现场安全督查，保证装
车作业规范和安全，全力提升环氧乙烷
公路出厂量。 （李 维）

白 丁

江汉钻井川东南项目部主动下放权限，发挥
井队技术优势，提速提效；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与
专业化公司合作，发挥市场化机制优势，创效增
效。领域不同，方式各异，但殊途同归，他们都通
过思路创新，最大限度挖掘潜能，激发创效活力。

在地质复杂的涪陵工区，江汉钻井川东南项
目部实施保姆式技术管理，能够在整体上起到统
筹、协调作用，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却束缚了更熟
悉现场情况的井队活力。在零散气回收上，纯梁
采油厂尽管做了努力，但显然不如专业化公司更
高效。因此，他们选择改变，这是勇气，更是智慧。

让人更感兴趣的是改变之后。项目部下放权
限，让自己更有时间站到更高层次攻关前沿技术，
潜能得到更大释放。采油厂选择市场化，让自己
更专注主业，油气生产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改革
如同下棋，关键在于人的流向和排列组合。走活
一子，盘活全局，能否激发创效活力、提高劳动效
率，应是所有改革的衡量标准。否则，初衷再好的
创新，也会事与愿违。

要改革，更要让改革见效，江汉钻井川东南项
目部和纯梁采油厂的做法，值得借鉴。

千方百计
激发创效活力

零散气回收走市场化之路

让钻井队主导制定技术方案

温州石油大桥加油站
蝉联易享节销量冠军

本报讯 10月10日，易捷公司第二届
易享节在全国百城万店启动，浙江温州
瑞安大桥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继2018年成
为销售系统销量冠军后，今年成功卫冕，
单日销售额120万元，再创历史新高。

易享节启动后，瑞安大桥店超前部
署宣传、培训、备货等工作，提前10天在
朋友圈分享创意推文和图片。活动当
天，他们热情服务，耐心推介，并开展“送
货到顾客后备厢”服务。顾客叶女士说，
自己平时去超市买东西，要大包小包拎
很远才能到停车处，麻烦得很，大桥加油
站的贴心服务解除了她的烦恼。

（傅奕佳 吴专好）

近日，胜利油建公司承建的福清兴化湾海上风电二期项目海
上升压站顺利完成吊装。该升压站地处兴化湾内，潮差、流速和
风速大，风向与流向不一致。胜利油建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一天
的紧张施工，船舶进场、抛锚就位、连接吊装索具、切割绑扎平稳
进行，顺利完成吊装作业。图为吊装现场。 王明月 摄

陈平轩

10月 1日，金陵石化储运
部 安 全 总 监 戎 双 庆 赶 上 值
班。这个月他年满 60岁马上
退休，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个国庆长假，储运部难
得没有现场作业，但戎双庆没
有丝毫松懈。一大早他来到
调度室了解装置生产、原料和
产品进出厂动态，随后前往各
工区开始巡查。

中转工区离生产区域最
远，这也是金陵石化原油和重
整原料进厂的地方。此时，这
里的3个码头都有作业，10号
码头“振兴油 98号”轮在卸重
整原料，11号码头“申燃 4”轮
在装汽油；12 号码头“大庆
452”轮在卸原油。

戎双庆首先来到这里，与
中转工区值班领导顾志宏一
起，认真检查码头趸船静电接
地线、输油臂等设备。在11号
码头趸船上，他闻到一丝轻微

的汽油味，立即与当班职工、
船员分头检查，最终发现船上
的一个舱盖未盖紧。戎双庆
当即让船员盖好舱盖，并提醒
当班的职工和船员进一步增
强安全环保意识。

在铁路装运工区，一排汽
油槽车对上货位等待装车。
戎双庆走上装车台，对每个静
电接地设施的连接处进行复
查。在成品工区，戎双庆来到
苯类罐区，抽查硫化氢和可燃
气体报警仪，对节前暂停的施
工作业现场进行检查。

一路下来，戎双庆走遍了
操作室、罐区和码头，并在下
午，随南京市安全生产检查组
到6号码头检查生产运行。当
他回到办公室，写完值班日
记，已经傍晚6点多钟。

鲁海涛 李晓恒

10月 6日，滂沱大雨降临
豫西南大地，给河南油田生产
带不少困难。

一早，油服中心特车大队
TC202 队的水泥车司机许庭
立、罐车司机王朝冒雨检查罐
车、水泥车和井口之间的流程
管线，为YQ3-P9井实施调剖
增油措施做准备。一连 4天，
他们队的员工马不停蹄，8台
水泥车、28台罐车辗转新庄、
杨楼等产油区块，已经完成 8
口井的凝胶调剖和浮渣调剖
任务。

大雨给作业施工造成不
小的困扰，冰凉的雨水顺着安
全帽檐落入领口。许庭立全
神贯注地盯着压力表，精准操
控着回流阀和离合器，按照甲
方要求保持压力和排量均衡，

确保每立方米调剖液都合格
注入井底。

“冷不冷？驾驶室有件棉
衣，你赶紧换上。”王朝问道。

“谢谢，你留着用吧，今天
你们罐车估计要干到后半夜
了。”一罐调剖液注完后，许庭
立急忙走下操作台，配合王朝
快速切换流程、更换罐车。

更换罐车的间隙，是各车
型司机难得的休息时间，能彼
此交流一下，或到地面上活动
活动僵硬的腿脚。听到水泥车
工作台上引擎一声轰鸣，他们
又立即回到岗位，或观察液位，
或操作机泵，重新忙碌起来。

半小时后，YQ3-P9井调
剖施工完毕。蜿蜒的井场路
上，一台台罐车和水泥车渐行
渐远，向下一口施工井鱼贯而
行。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又一
场酣畅淋漓的生产激战。

本报讯 广西玉林石油面
对CNG（压缩天然气）市场竞争
激烈的严峻形势，紧紧围绕市
场需求，发挥服务和品牌优势，
悉心培养固定客户，大力推广
加油加气卡。截至10月 9日，
CNG零售量同比增加59.69%。

先检后加，增值服务。玉
林石油将规范加气作为增值
服务内容，对到站加气的车辆
实行安全检查，积极传导安全
用气理念，增强客户安全意
识。在现场制作规范加气流

程展板，引导客户对照流程做
好安全准备措施，提前备好检
测证件。培训专业加气员，实
行持证上岗，细致查看气瓶的
状态和型号，帮助纠正用气习
惯，引导客户对用气设备经常
进行安全检查。与检测机构
紧密联系，引导客户按时为用
气车辆进行检测。1月~9月，
检查用气车辆超过 2万辆，进
一步夯实安全用气管理基础。

推广用卡，便利加气。为
方便用气出租车加气，玉林石油

将加油加气卡作为营销载体，采
取针对性措施，吸引出租车客户
合作，拓展出租车市场。打造出
租车加气专用通道，用路标和人
工指引，引导出租车有序排队和
开卡。当好出租车司机用气管
家，提前告知积分情况，提示司
机及时兑换和充值。和出租车
司机交朋友，引导他们将加油加
气卡介绍给身边的同行和朋友，
将名片留给他们帮忙发放，进一
步推广加油加气卡的覆盖范
围。1月~9月，玉林石油CNG

业务占城区出租车市场80%份
额以上。

强化品牌，提升营销。玉
林石油不断强化品牌影响力，
提升CNG销量。他们加大保
供力度，提前报送CNG进货计
划，确保油气合建站全天候供
应。定期检测加气机精确度，
确保加气差异最小，保障客户
权益。规范CNG进销存管理
流程，保存每批次进气化验单
据，确保货源可追溯。

（吕政华）

本报讯 截至10月8日，西
北油田分公司塔河油田开发
22年来，累计销售原油1.03亿
吨，其中92%用于支援新疆本
地企业发展，新疆库车、轮台
等地目前已形成规模庞大的
油气产业链，成为繁荣稳定的
支柱产业。

西北油田聚焦提质增效
升级，2016年对重质油和轻质
油施行分储分销，当年增销轻
质油 25万吨。之后盈利逐年
增加，2017年率先在油田企业
实现盈利。2018年，西北油田
提前2个月完成全年销售收入
任务，较2017年增加39.86%。

长期以来，西北油田贯
彻质量就是效益的理念，既
要卖得好，还要卖得多。对
外销原油采取源头控制、过
程监控、末端反馈的质量管
理办法，健全日、周、月、季、
年 5种周期监测机制，全面检
测油气质量指标，外销原油

含硫化氢、含水率、有机氯离
子含量等参数远优于合同要
求。作为原油外销枢纽的塔
库首站，采取“二化验二抽
检”制度，形成超标即时预
警、突击加密取样的联动预
警机制，确保油品质量。

（张 俊 井 然）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油学
会注水及水处理中心站学术
年会在青岛举行。本次年会
由石油工程设计公司主办，中
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
延长集团和知名高校、科研院
所 123位代表参会，征集论文

66篇。
本次年会全面总结近年来

国内各大油气田在注水及水处
理领域成熟应用的高效技术，
共同探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的应用前景，形成具
有推广意义的实践和可行性路

径成果。直面油气田向“水”田
转变的实情，深入探讨油、气、
水、环境和谐发展，为提高石油
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出谋划策。
石油工程设计公司作为注水及
水处理中心站站长和本次年会
主办单位，以水处理技术为核

心，展现了在油气田水处理及
资源化、油气田固体废弃物处
置、高效注水等领域的先进技
术成果，特别是油气田污水资
源化技术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受到与会人员关注。

（尹 倩）

西北油田塔河原油销售突破1亿吨

玉林石油发挥品牌优势提升销量

石油工程设计公司主办年会研讨水处理技术

站好最后一班岗

雨中激战保上产

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与具有资质的专业化天然气销售公司签订协议

江汉石油工程钻井二公司川东南项目部打破施工方案由项目部制定的固有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