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10 星期四2 要 闻

JING JI ZOU BI
经济

长城润滑油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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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对
埕岛东区区块效益开发方案进行多轮
优化，截至2月 8日，已实施30口井，
投产 22口井；新井日均产量由近 30
吨增至近70吨，带动年产能由19.6万
吨提高到25.9万吨，开发成本大幅降
低，让原本“食之无味”的油藏区块一
下子“肥得流油”。

埕岛东区区块含油面积 11.8 平
方千米，地质储量达1978万吨。该区
块效益开发方案 2014年 12月获批，

但盈亏平衡点很高，所以方案一直未
实施。2020年下半年，海洋采油厂按
照“少井高产”原则对方案进行优化，
重点开展主力砂体、非主力砂体、剩余
油分布等“三项再研究”，确定了47个
高效靶点，并根据靶点分布，创新“大
位移增斜、多靶点控层”定向井井身轨
迹优化等技术，有效提高油层钻遇长
度。

他们采用“河道中心注水、边部采
油”的开发方式，拉大井距，提高单井

储量控制程度，最大限度挖掘油藏开
发潜能。经过反复优化，方案新井数
由 48 口减至 33 口，减少投资数亿
元。井数大幅减少的同时，他们又优
化了井型，水平井由 2口增至 10口，
设计大斜度井10口，定向井平均井斜
由 46度优化为 66度，注采井距增加
100米，单井控制储量由 17.3万吨增
至27万吨。

钻井施工是培育高产井的关键环
节。围绕大斜度井和水平井钻井难

题，他们以优快钻井为主攻方向，优选
关键技术服务，自主创新相关配套技
术，实现从打得到到打得好、打得好再
到打得远的转变。先进旋转导向系统
让造斜段钻井速度提高一倍以上，轨
迹控制精度等大幅提高；旋转导向+
地质探边仪器组合实现从“摸黑打”到

“看着打”的转变，水平井储层钻遇率
提高到98%以上。

完井是培育高产井的“临门一脚”，
也是提高单井产能的“最后一公里”。

围绕最大释放油层产能目标，海洋采油
厂自主攻关全过程油层精细保护工艺，
破解了完井过程中油层保护技术难题，
入井液精细过滤技术等有效提高钻完
井质量。同时，方案实施过程中，海洋
采油厂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上大井
距的精细油藏描述技术、定向井井身轨
迹优化技术、全过程油层精细保护工艺
等提产能技术体系，为打造海上产能建
设阵地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优化样本。

（庞世乾 陈 杰）

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持续优化埕岛东区区块效益开发方案，优选关键技术，实现优快钻井，努力培育高产井，

新井日均产量和区块年产能稳步提升，开发成本大幅降低

油藏区块从“食之无味”到“肥得流油”

刘尚军 成俊峰

“今天突然接到通知，来了一批
紧急样品，我要加班赶紧做出来。”2
月2日早9点，西北油田实验检测技
术中心生产测试组组长阳国进，趴
在显微镜前，一张接着一张地观察
岩石薄片。

“这是从井下6500米处取出的
岩屑样品，经过前期磨片加工制作
成薄片，厚度不到头发丝直径的一
半。别看它小，极具科研价值。”阳

国进一刻不愿耽搁，头也不抬地继
续忙碌。

从岩屑到薄片样品，需要经过
薄片制作师精心切割、打磨、烘样、
粘贴，最终才能达到近乎透明的程
度。薄片制作是个技术活儿，凭的
是一股巧劲。研磨剂量、稠稀度、手

的力度，都会对制作产生影响，稍有
不慎就会失败。

实验检测技术中心从事岩矿鉴
定工作的有 5人。他们被称为“透
视地层的眼睛”，不停解答勘探开发
提出的一道又一道难题。井下几千
米处环境、物质来源、孔洞缝与岩石

关系等宝贵信息，需要从一张张薄
片上找出来。

“如果把地质研究比作体检，那
么岩矿鉴定就是‘血常规’，在众多
技术手段中最快捷、成本最低，得到
的结果直观准确。”阳国进说。他们
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双眼探索岩石微
观世界，从浅层到深层，从陆相到海
相，从常规到非常规。2021 年，该
中心完成数万件岩石薄片鉴定，将
直接有效的基础数据提供给生产一
线，为油气开采提供重要支撑。

宁 波

2 月 2日早上 6点多，崔文建踏
上了复工返程路，这个春节假期他只
在家里待了一下午。

崔文建是胜利建工公司东营原
油库迁建项目副经理，今年 47 岁。
由于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需要，他和
46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一
起，春节期间坚守一线。

1月 30日晚上 11点，崔文建带
领大家完成项目收尾。为了让大家
在项目上过好春节，1月 31日除夕，
他和大家筹备自编自导的迎春晚会，
晚上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年初一，崔
文建又和同事来到工友驻地，开展拔
河、套圈等活动，在欢声笑语中过新
年。

2月 2日，是东营原油库项目复
工的日子。作为项目副经理，他早早
来到现场，与安全、技术等同事一起
进行开工前安全确认，开展全员培
训，安排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工
作。

“能赶上一个总书记关心的项
目，是我们一辈子的荣耀，我们一定
倾尽全力建好项目，向党和人民献
礼。”崔文建说。

张亚培 潘为军

“李书记您看，这春联可真不
错！”2月 4日，茂名石化港口分部第
三作业区党支部书记李劲，上门看望
周边村民林师傅时，林师傅热情地展
示自家门上的春联。

1月 27日，春节前夕，茂名石化
港口分部第三作业区周边的前岚村、
北山村、前海村村民，相约来到茂名
石化送春联服务台前，挑选自己喜爱
的春联。

“你们写的字真靓，在外面可买
不到这么好看的春联！”在茂名石化
书法协会主席梁事明摆开的“摊位”
前，村民一边欣赏一边开心地说。

“‘福’字拿正一点，小朋友站前
面，大家笑起来！”在茂名石化书法爱
好者写对联的同时，茂名石化的其他
志愿者又给困难村民送来大米、花生
油等物资，表达企业对周边村民的关
爱，大家笑着合影留念。

派发完慰问品，李劲又与志愿者
一起为村民发放国家输油管道管理
禁令宣传单，细心讲解保护管道的知
识，动员村民一起把长输管道保护
好。李劲会讲当地话，村民听了他深
入浅出的讲解，不住点头。

活动中，有的村民来迟了，志愿
者顾不上劳累，继续写春联送给村
民。“看到村民的笑容，我们也很高
兴，愿大家都能过个丰收年！”志愿者
说。

黄平华

“李老板，您是我们老客户，今
天我专程过来拜访您。”近日，重庆
合川石油龙都加油站站长肖曾转
到某汽车4S店走访客户。

“谢谢你来看我，我正准备出
门办事呢。”对于肖曾转的到访，李
老板有些诧异。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肖曾转顺便问了一句。

“我想给店里20多名员工发些
福利，不知道买什么好。”李老板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肖曾转
马上接过话：“我们便利店销售的
泰香米口感软糯、老少皆宜，送给

员工挺好的。”
李老板一听来了兴趣，说道：

“ 我 吃 过 泰 香 米 ，口 感 确 实 不
错。”

肖曾转接着说：“我们便利店
还有食用油、牛奶、宁夏枸杞、泸州
老窖等商品，现在有活动。您是我
们的大客户，购买商品可以享受优
惠。”

听了肖曾转的话，李老板露出
笑容：“好，那我就采购你们的商
品。”

随后，李老板下单采购了近万
元的商品。

“明天我就把这些商品专程给
您送过来。”肖站长高兴地说。

肖 乾

1 月 27 日《中国石化报》二版报道，浙
江温州石油业务人员经过不懈努力，成功
让流失一年多的重点物流客户回流，开始
从中国石化购买柴油。千方百计留住客
户、挽回客户，是做大市场份额的关注重
点。

市场瞬息万变，没有哪个市场、哪些客
户天然属于谁、永远属于谁，尤其是在竞争
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市场得失、客户流转是
正常的，即使是“铁杆”客户也可能“花落别
家”。对待流失客户，要摆正心态，着眼自
身、弄清原因，将其变为完善服务、提升质
量的契机，彻底消除服务不到位、客户不满
意的地方，保持比较优势和长久竞争力，让
客户放心满意成为常态。

俗话说“买卖不成情意在”，对待流失
客户，最忌轻言放弃，而是应保持联系、经
常沟通，一如既往地热情友善对待。当客
户遇到困难、有了需求时，自然会想到“老
朋友”，此时如果能助其一臂之力，帮其解
燃眉之急，让客户感受到真诚和温暖，就有
很大可能使客户回流。

客户是第一资源。在大力拓展新客户
的同时，应精心维护老客户；在挖掘重点客
户的同时，需要努力挽回流失客户。只有
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拓市扩销、
创效增收。

为周边村民送福

小小薄片透视地层

一次走访收获非油大单

项目上过春节

2月以来，巴陵石化克服物流紧张、雨雪天气等不利影响，进一步强化疫情
防控、生产经营等工作，春节期间 3000多名员工坚守岗位，60多套装置保持安
稳运行。图为 2月 5日，橡胶部员工现场巡检设备。 本报记者 彭 展 摄

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石建芬 通讯员汪 睿报道：
2月以来，江汉油田江汉采油厂积极应对降
雪降温等挑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应
急处置，及时消除隐患，全力确保油气安稳
生产。截至目前，共查出和整改设备隐患
20余处，累计实施工程优化调整10余次。

该厂提前制定应急方案，协调水电、安
装、信息等专业力量，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准
备，优化天然气管网运行，合理调配全厂天
然气；各基层单位充分利用井区视频监控
等系统，组织党员突击队加密巡查复杂地
带输油管线，检查防冻液等物资储备情

况。技术人员采用安装恒流降压装置等方
式，降低油稠度、减少扫线次数、降低油井
回压；对部分易结蜡井，在油井套管上安装
定压放气阀，控制油井套压，防止原油析
蜡。截至目前，该厂累计实施工程优化调
整10余次。

本报讯 记者王群伟 邓 颖报道：记者从
九江石化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1月，九江
石化原油加工量、汽柴油产销量等保持良
好势头，实现产销两旺。2021年，在装置检
修改造的情况下，全年加工原油超 666万
吨，上缴税费98亿元，连续6年在江西省各
企业中排名前列。2021年以来，除检修改
造期间，该公司单月利润和吨油利润，位列
集团公司沿江炼油企业首位。

九江石化积极应对复杂市场形势，加
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深入开展原油资源
等全流程优化工作，持续加强安全环保工
作，2021 年以来，累计完成测算案例 170
个，优化增效近 1 亿元，清洁生产和污染
防治水平保持行业领先，关键指标优于国
家标准。降本增效方面，累计实施 9个能
效提升项目，强化 15 个节能优化系统应
用，抓实 21 项能效对标工作，累计创效

5200余万元；紧贴市场增产高价值产品、
强化新产品研发，切实保障当地汽柴油供
应。

在持续提升生产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基
础上，该公司进一步加快芳烃项目建设，积
极推动九江石化产业园项目落地。1月20
日，历经20个月建设的国内首套国产单塔
芳烃项目中交，将带动当地超千亿元产业
集群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芳芳报
道：春节期间，齐鲁石化与中国
万达控股集团的合资企业——
科鲁尔公司生产装置运行稳
定，2月 1日至 6日累计生产
丙烯腈 3.16 万吨，在 2021 年
产品产量、经济效益刷新历史
纪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
生产经营势头。

该公司加强工艺指标监
控和分析，提高生产异常处理
及时性，保障装置高效平稳运
行。完善 HSE 管理体系，精
准开展现场安全督查，强化直
接作业环节管控，全力推动安
全责任落实、安全措施落地，
为企业增产创效提供有力支
撑。

他们积极推行点巡检及
五位一体联检方式，确保第一

时间发现设备隐患并及时消
除，实现闭环管理。实时监测
重要设备状态，确保设备平稳
运转。2021 年，丙烯累计单
耗达到历史最低、同行业最好
水平，丙烯腈、乙腈产品单程
收率创行业纪录，位列中国石
化系统内第一。

该公司坚持以销定产、以
产促销，深入跟踪研究市场供
需变化，及时优化组织生产，
增产高附加值产品，动态调整
产品发货节奏，实现增产增
销。联合化销华北拓展新客
户，全力组织好丙烯腈产品推
广和出厂工作，确保装置生产
后路畅通。不定期走访客户，
了解客户生产、产品使用、采
购等情况，为客户提供专业技
术支持。

科鲁尔公司保持良好生产经营势头江汉采油厂迎战风雪保生产

九江石化吨油利润居沿江炼油企业首位

让流失顾客再回流

安庆石化炼化
一体化改造成效显著

本报讯 1月，安庆石化紧抓元旦及春
节汽油需求旺盛机遇，高标号汽油月产量
首次超过9万吨。2021年，该公司累计加
工原料油814万吨，这是2013年开展炼化
一体化改造以来，首次超负荷运行。

2021年以来，安庆石化不断加强市场
分析和预测，日常化开展系统优化，每周组
织生产、销售、财务及各作业部召开优化分
析会，以效益和市场需求为中心，研讨部署
产品结构和加工方案优化措施。加强设备
特护，精心操作，加强关键设备特护和巡
检，优化工艺参数，确保操作平稳。

（檀文盛）

中韩石化
生产经营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1月，中韩石化原油加工量、乙
烯产量均超计划，实现开门红。

该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持续做大原油
加工量增产成品油。上半月，蜡油加氢装
置停工检修，外购石脑油卸船能力受限，影
响了生产及产品交库工作；装置开工后，该
公司及时调整生产，加大化工码头卸油量，
提升化工石脑油原料罐存储量，为优化化
工原料创造有利条件。提高炼油催化裂化
装置加工量，确保加氢裂化、重整等二次加
工装置满负荷运行，提高汽柴油产量。做
好产品销售和对接工作，调整航煤和船燃
销售计划，增加柴油销量；积极协调船舶等
资源，制订管输、公路、水路和铁路产品运
输计划，抓好产品销售工作。

（刘荣艳 张务琼 吴卫东）

荆门石化
向兄弟单位保供白油

本报讯 日前，荆门石化收到兄弟单位
镇海炼化、燕山石化发来的致谢函，对荆门
石化克服困难、向兄弟单位紧急保供白油
表示感谢。

根据集团公司生产经营部署，荆门石
化 1月起根据系统内各企业需求，按期供
应白油并配送到位。由于镇海炼化生产用
油提前至 2021年 12月，为保证镇海炼化
生产正常运行，荆门石化克服困难及时发
货，运输途中宁波发生疫情，荆门石化和物
流商同心协力及时将 29桶工业白油送达
指定地点，保证了生产所需。燕山石化白
油框架协议2021年底到期，库存告急。荆
门石化连夜紧急安排物资发货，克服天津
突发疫情带来的交通运输困难，合理规划
路线，保证物资顺利抵京。 （詹 艳）

四川中京燃气
天然气加工量持续增长

本报讯 1月，西南油气四川中京燃气
有限公司加工天然气 1779.94 万立方米，
生产产品 1.167万吨，实现开门红。2021
年，该公司累计加工天然气1.81亿立方米，
生产产品12.28万吨，比上年增长28.59%，
并被四川省评为诚信企业。

该公司紧扣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条
主线，抓住 LNG市场行情向好机遇，强化
安全和现场管理，确保本质安全；突出抓好
生产运行，加强运行流程衔接，重点攻关关
键技术，不断完善工艺，装置负荷能力提升
30%；突出抓好市场研判、精准营销，多项
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王 丰）

贵州贵阳石油持续强化现场管理培训，推广“一键加油”快捷支付方式，加强高峰期加油站人员配置，提高加油效率，全力服务好春运返程车辆。图为 2月
6日，贵阳市北京西路二加油站服务春运返程车辆现场。 郑秀芳 摄

提升加油效率提升加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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