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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君 通讯员 杨红苏

“零下 31摄氏度，又创新低啦！”
交完夜班，中原石油工程哈萨克斯坦
公司安全官贾修亭在朋友圈发了一张
自己全身沾满霜雪的自拍照。很快，
国内的家人、同事和朋友们或纷纷点
赞，或送给他温暖的表情包，这让远在
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州KOA油田的
他倍感欣慰。

和贾修亭一样，中原石油工程派
出的精干力量从2021年 11月 1日全
面进入“严冬生产模式”，以“不耽误一
天生产，不冻坏一台设备，不冻堵一条
管线、不冻伤一名员工”为基本底线，
在严酷的环境下为保有中亚市场奋战
着。

“只有5分钟时间”

“这次换装只有5分钟，大家要速
战速决。”1月 19日上午，中原石油工
程哈萨克斯坦公司SINOPEC-176队
准备更换泥浆管线，现场指挥员发出
了这样的警示。原来，当天气温只有
零下25摄氏度，虽然管线有电加热设
备，但如果超过 5分钟，就会造成冻
堵。

最终，大家采取提前备料、多头并
进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更换，
确保了更换一次成功，生产不受影响。

“在这里施工，最怕的就是冻，人
怕、设备更怕。”装备经理周德荣介绍，
自进入严冬生产后，公司全员、全时段
进入防冻模式。

该公司组织专业人员识别出了
火灾、触电、滑跌、高处坠落、设备及
管线冻结、人员冻伤、井喷、交通事故
等8处冬季施工期间主要安全生产风
险。针对这些风险，公司制定了《冬
季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冬防保温安
装标准》《冬季施工冬防保温安全检
查项目表》《冬季各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等针对性的冬季生产安全风险管
控措施，并将保障措施落实到人，为
了确保实施，对每项措施还指定了专
门的督查人。

该公司在冬季施工前专门投入
24万元采购了包括 4台电加热锅炉
在内的冬防保温物资和冬防设施的检
测与探伤设备。为保障员工冬季有一
个温暖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该公
司淘汰了营地和工作场所加热效果较
差、老化的电加热器，重新采购和安装
了加热效果更好、安全性更高的防爆
加热器，并专门给每名员工购买了轻
便保暖的羽绒马甲及加热鞋垫。

正是从小如“加热鞋垫”到大如
“加热锅炉”的硬件保障和细致入微的
生产规章，为他们在中亚严寒中提供
了“双重保护”。

打造中哈“寒战联队”

设备防寒措施和人员保暖只是在
严寒中开展工作的前提，要在冰天雪
地中安全顺利钻井，人始终是关键的
因素。“必须要有能在严寒中战斗的

‘特种兵’。”中原石油工程哈萨克斯坦
公司主管技术的经理耿建华说。

为了打赢严冬生产进攻仗，中原
石油工程哈萨克斯坦公司倾心打造了
一支中哈“寒战联队”。

胡尔曼是新入队的当地雇员，对
严寒天气下保养设备不太熟悉，和胡
尔曼结对子的中方师傅陈小碰手把手
地传授他安全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并把自己多年工作中总结的一些小妙
招分享给他，这样一来，胡尔曼很快就
可以独立顶岗了。“多亏中国师傅教给
我的妙招，以后天气再冷也不怕了。”
胡尔曼对陈小碰十分佩服。

正是有了中方师傅的无私“传帮
带”，大批当地雇员掌握了在严寒天气
下保证井队正常生产的技能，和中方
员工一起组成了战无不胜的“寒战联
队”。

“这次演练，让我对如何应对类似
情况心中有了底。”当地雇员达吾列提
说。该公司针对冬季火灾、触电、交通
事故及井喷等突发事件，修订完善了
各专项应急预案，并围绕预案每周开
展一次应急演练，不仅增强了员工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意识和能力，而
且有效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完备性，
为公司冬季施工应急处置工作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为提高全员安全操作水平，该公
司还专门开展了“以赛促学强技能、以
学促用保安全”为主题的冬季岗位劳
动竞赛。在劳动竞赛中，有4名当地
雇员在口试和实操环节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公司“岗位操作能手”称号并被
纳入关键岗位后备人才，同时还有 6
名当地雇员因积极参与获得了“参与
之星”称号。

让“钻井禁区”不再冬眠

“感谢中国人让我们的井场不再
冬眠。”近日，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
司现场高管努尔苏丹在176队施工的
K052井检查完工作后，对中方的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正如甲方高管所言，176队的施
工地是哈萨克斯坦冬季最冷的地区，
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28~30 摄氏
度，白天最高气温也仅有零下15摄氏
度，以前都是冬季钻井的禁区，如今却
因为中国井队的到来而一派繁忙。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市场竞争激
烈，大包井利润率偏低，且冬季施工条
件艰苦，当地一些钻井公司冬季都会
选择冬休，来年开春天气转暖后才会
继续施工。

“要人无我有，人不能我能。“中原
石油工程海外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
进一步站稳市场，哈萨克斯坦公司决
定抓住冬季这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时
间点，全力啃下严寒天气生产这块

“硬骨头”，为在哈萨克斯坦钻井市场
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为打好这一硬仗，该公司项目部
人员全部下到基层，督查冬季施工情
况。他们还专门向两支冬季施工井队
派驻了安全、装备、技术等骨干人员现
场督查日常工作，从安全、装备、技术
等方面提供支持。

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全员努力，日
前，147队施工的 820井按时安全完
钻，目前正在搬迁作业。176队施工
的K052井也在进行二开钻进，预计2
月中旬完井。

努力付出总会得到回报，中方井
队的突出表现，让甲方十分认可，工作
合同不断抛来：147队还有 6~7口井
的工作量在等着他们，而176队将紧
接着搬迁至 60公里他们外的北特鲁
瓦油田施工。

看来，不仅冬季施工不会停歇，待
到春暖花开时，他们还会更加忙碌。

面对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和7、8级的大风，哈萨克斯坦当地钻井队大多选择了冬休，

中原石油工程哈萨克斯坦公司却抓住这一时间点，不畏严寒迎风而上闯出一片新天地

“寒战联队”拼来市场之春

●田元武/文 田文冲/图

俄罗斯阿穆尔州的冬天漫长，一
块云彩都能带来漫天飞雪。这里的
天气晴雪相间，不变的是凛冽的北风
和滴水成冰的酷寒。一大早，秦海港
从宿舍出来不到 5分钟，眼睫毛上就
被一层冰晶盖住了。

怀揣梦想闯远东

作为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司俄
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AGCC）
的施工经理，秦海港第一次从事中国
石化境外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实现了
他 13年前就想出国干工程的愿望。
在秦海港的心里，出国干工程既是锤
炼自己的好机会，又是提升项目管理
水平的最好平台。

在来到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处
理项目之前，秦海港在国内是十建公
司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乙烯分部经
理，是工程建设领域名副其实的“封
疆大吏”，他率领着2000多名参建员
工高质量完成了古雷石化大乙烯项
目建设，但来到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
处理项目之后，秦海港的职位却降低
了，从曾经的项目经理变成了施工经
理。如果说项目经理是工程建设团
队“指挥官”的话，那么施工经理就是
冲锋在项目建设最前沿的“排头兵”。

“秦海港在国内是乙烯项目建设
的行家里手，先后建设过盘锦、浙江
石化、古雷石化等多套大乙烯项目，
来到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后，他要

从零开始，实现在境外从事乙烯项目
建设的梦想。”十建公司俄罗斯阿穆
尔天然气处理项目施工部副部长田
文冲道出了秦海港的想法。

从零开始画蓝图

一切从零开始，刚到阿穆尔天然
气处理项目的第一个晚上，秦海港就
和施工图纸及工程量较上劲了。

“施工图纸一定要及时到位，要
用最快的速度把图纸上的工程量计
算清楚，不能因为图纸不到位而耽误
了工期，更不能因为工程量算不准确

造成项目运营出现纰漏。”秦海港在
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干的第一件
事就是落实图纸和工程量计算。

在秦海港心里有着自己的“小算
盘”，他深知境外项目工期往往比国
内同等工程要长得多，结果就是人工
机具成本会给项目运营造成很大压
力。“能干，更要会算！”这是秦海港一
直坚持的项目管理理念。

从工程量核算到人工成本预算，
再到物资材料采购计划编制，秦海港
事无巨细。“干境外工程，做好项目运
营成本管控最重要，咱们不能让大家
伙儿来到这酷寒之地受了累、挨了冻

却挣不到效益，一定要算好境外项目
运营这笔账。”每天晚上7时，秦海港
都会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分析项目
运营成本管控。

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
地处远东，冬季漫长，有效施工时间
变短，人工机具成本也不断攀升。面
对各种不利因素，秦海港从设计图纸
下手，提前根据图纸要求优化施工组
织方案，精准核算阿穆尔天然气处理
项目中每个专业的工程量，及时找出
制约施工安全、质量、进度的关键节
点，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

憧憬境外乙烯梦

“在国内建设一套乙烯工程，人
工机具成本基本可控，但在境外项目
就存在着各种风险，我们不能把国内
的项目建设经验照搬到境外项目上
来，要提前做好科学的分析、精准的
核算，不能让一分效益从手里溜走。”
秦海港说。

来到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不
到一个月，秦海港就把境外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成本风险、安全风险、质量
风险、进度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对
未来项目运营中潜在的各类风险源
实施重点排查，努力让每一分项目建
设效益颗粒归仓。

境外项目建设出效益只是秦海
港的梦想之一，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亲
眼看着手中的蓝图变成一套乙烯装
置实体。他深知，从蓝图变成项目建
设成果，这中间有太多的艰辛。

“遇上了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
这样的大乙烯工程，感到很有压力，
更有动力。”又一朵云飘然而过，撒下
的片片雪花点缀在秦海港坚毅的脸
庞上。

看着阿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乙
烯装置设备混凝土浇筑正在进行，远
处管道焊接传来的闪闪弧光，秦海港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坚实了，他在憧憬
着未来远东的梦想——要让阿穆尔
天然气处理项目从蓝图变成一套套
生产装置，这个梦想属于所有参与阿
穆尔天然气处理项目建设的中国石
化员工。

远东浇筑乙烯梦

阿穆尔州冬季严寒漫长，冻土层平均深度达 1米以上，十建公司阿穆尔
项目部采取搭设作业棚、进行暖风加热等措施开挖地沟。目前已完成地下
管道安装 500多米。

秦海港冒着极寒天气，奔赴阿穆
尔天然气处理项目施工现场核算项目
建设工程量。

石化机械固井车
在非洲成功应用

本 报 讯 近 日 ，石 化 机 械 研 制 的
SGJ400-23T 拖挂式固井车成功应用于非
洲沙漠丘陵地区，固井优良率在9井次固井
施工中达100%，获得非洲用户肯定。

固井作业通过向套管中注入水泥浆，封
固套管和井壁间的环形空间，以封隔油气水
层，使套管成为油气通向井中的通道，是一种
风险大、技术性强、作业要求高的隐藏性井下
作业工程，其质量好坏直接决定油气井开发
的成效。

SGJ400-23T 拖挂式固井车能适应沙
漠丘陵地区油田固井作业、酸化作业、压力测
试及其他流体泵汲作业，具备高压力、大排
量、双机双泵特性，最高工作压力达 140兆
帕，是目前工作压力最高、携带高低压管汇能
力最强的国产固井装备。

石化机械是我国最大的固井成套装备制
造企业。近年来，该公司研发出大功率固井
泵、大排量混浆系统，攻克轻量化车载集成等
关键技术，面向国内国外、陆地海洋，不断开
发适销对路的固井装备新产品。

（孙海涛 庞 坚）

南京工程沙特乙二醇装置
一次开车并产出合格产品

本报讯 1月18日，由炼化工程集团南京
工程公司总承包的沙特乙二醇改造装置一次
开车并顺利产出合格产品，标志着装置打通
全流程。

沙特乙二醇改造项目是南京工程在海外
承接的首个改造类大型总承包项目，项目对
原乙烯氧化制乙二醇装置进行升级和提效改
造，涉及9个主工艺单元，新增或改造工艺设
备45套。

施工过程中，他们将“沙特精神”和“打造
精品工程”的理念贯穿项目始终，打造海外总
承包标杆项目。装置于 2021年 11月 22日
停车大检修，项目团队严把安全、质量关，
800多名中外籍员工连续奋战一线，全力冲
刺完工目标。

目前，装置负荷 93%，全厂设备运行平
稳、各类参数正常，经测算，能耗较改造前降
低 25%，是世界上最高效的乙二醇装置之
一。该项目的成功执行，对公司进一步提升
海外总承包项目执行水平、拓宽海外高端市
场具有重要意义。 （潘 晓 李 舒）

沙漠搬迁后的
“狂欢”

●张腾飞

钻井队搬迁，是一整套钻井设备从
老井场搬至新井场的过程，这项工作头
绪多、分工细、劳动强度大，还受到地
形、距离、天气、车辆等多种客观条件制
约，每次搬迁都是一次体力与脑力的比
拼。也正因如此，在沙特工区工作的华
北石油工程西部分公司 105 井队有一
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当成功搬迁至新井
场后，在适当的机会，都要组织一场野
外露天烧烤。

下午 3 时，厨师早早就位，拿出上
午就腌制好的羊肉、牛肉、鸡翅、鸡腿开
始穿串。羊肉必须是羊腿肉，切成大
块，提前两小时腌制，穿串讲究肥瘦相
间；牛肉之间一定加上青椒洋葱大蒜才
更有味道；鸡翅鸡腿用自制的奥尔良料
腌制，色彩艳丽。

4时，点炭火，这可是技术活儿，外
行人折腾半小时也不一定能点着，看着
火焰从高到低，呈现亮红色，这样的炭
火使用起来才刚刚好。烤炉使用井队
施工剩下的“边角料”拼接焊制而成，也
算是变废为宝了。

5时，烙饼，必须是温水和面发酵，
揉成光滑的面团，这个面团多揉一会，
越揉越筋道，越揉越好吃！ 再擀成碗
口大小的饼，烙制而成，松软酥脆。

6时，赶着夕阳的余晖，大伙儿将桌
子支起来，摆满冰镇饮料。等待着同事
们下班。

“呦，都准备好了？”
“那肯定的，就等你们下班了！”
“狂欢”开始，肉要现烤才香！有兴

趣的，都能在烤炉前一展身手，为大家
烤串儿。喝着冰镇的饮料，吃着大块的
烤肉，赏着大漠夕阳的美景，吹着夹杂
一丝温热的微风，一天的劳累仿佛在这
一刻也随风而去。

夕阳下，大家围着烤炉吃着、笑着，
聊聊一天的工作，说说家乡的趣闻，再
提一提身边的乐事。在沙特这气候差、
强度高、娱乐少的环境中，这样的放松
很难得，也让大家最期盼。让大家享受
几个小时的放松，第二天工作精神愈加
饱满。也是因为这样的“狂欢”，每一次
让人烦恼的搬家，也都让人期盼着。

员工清理井场，确保安全施工。 杨红苏 供图

员工冒严寒施工作业。

员工全力清除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