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栓文：胜利油田统筹兼顾疫情
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密集出台 4 项
超产激励政策，加快增储上产节奏，
开发突出高效建产，老区强化夯基固
本，强化水驱精细注采，加大投转注
力度，深化产液结构调整，优化增强化
学驱效果，始终保持产量向上的态
势。东营原油库迁建工程项目面临工
期紧张、工程量大、疫情影响等困难，
我们充分发挥参建单位属地优势，发
掘、调配各方资源，利用外围区域服务
保障力量，优化物流路线，确保物资供
应不断档、工程建设不停工。

张庆生：中原油田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对生产组织工作进行周密
部署，严抓安全环保管理，坚决打赢
油气上产进攻仗。为保证油气生产
不停，油田实行大周期、闭环管理的

工作方式，8600 多名员工闭环驻守生
产一线。普光气田全面停产检修历
时 25 天，存在关停装置多、技术标准
高、环保要求严等诸多难题，在抓实
抓细多轮桌面推演和实战化研判基
础上，实施专业化协调、规范化督导，
检修前，普光工区开展了两轮全员核
酸检测，铸牢疫情防控防线。

方志雄：江苏油田统筹疫情防控
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广大干部员工
齐心协力、攻坚创效。朱家墩储气库
建设项目位于盐城市，疫情期间扬州
与盐城交通管控十分严格，我们积极
与地方政府沟通，办理相关手续，确
保项目正常运行。花庄页岩油示范
区建设是今年油田“常非并进”重要
项目，勘探、开发、工程与相关单位紧
密结合、联合攻关，保证项目按计划

进行。二氧化碳项目组结合实际制
定加倍驱注方案，在更多区块、更大
区域扩大注入规模，确保全年驱注任
务圆满完成。

周荔青：上海海洋石油局主要生
产装备位于海上，因疫情原因，部分
一线人员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在
保障生产上，我们启动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强化海上一线在岗人员责任意
识，特殊时期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强
化设备维护保养，确保重点项目按期
进行。公司关键部门岗位人员进驻
单位 24小时值班，搭建居家办公人员

“云平台”，确保各项日常工作高效有
序推进。始终把员工生命健康放在
首要位置，落实补贴政策和生活保
障，通过线上心理微课堂等形式，做
好员工的思想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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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栓文：胜利油田以“管业务、管防
疫”“早预判、早分析、早采取措施”为原
则，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运行，扎
实开展主题行动，建立胜利油田原油上
产工作机制。突出系统防控，优化各单
位、各区域疫情防控力量，优化油地联
防联控机制，切实构建起疫情防控的坚
实屏障。下一步，我们将在全面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牢牢把握油价高
位运行时机，充分利用好油田出台的超
产激励政策，全力推动油气主业增储稳
产创效、专业化队伍强保障提质量、经
营性业务拓市场增效益，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张庆生：中原油田坚决将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开展好
主题行动，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工作，筑
牢战疫情、保生产防线。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情况下，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随时保持
值守状态，保证油气生产不停步。下一
步，中原油田将坚持压实责任不松懈，
持续做好疫情防控、能源保供等重要工
作，确保油田生产运行平稳、重点工程
有序推进、普光气田检修工作高质量完
成。

方志雄：江苏油田将主题行动方案
细化落实到油田生产经营中，坚持疫情
防控与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加
强风险排查，强化疫苗接种，突出源头
防控。加大防疫和生产物资储备力度，
对重点物资超前计划、超前采购，尤其
对油井生产所需化学药剂、油井维护的
管杆泵等应急用料应备足，确保油田生
产正常运行。持续增强定力、超前谋
划，把牢疫情防控防线、坚守安全环保

底线、统筹生产运行长线、追求经营创
效高线、突出主题行动主线，抓住二季
度生产黄金期，全力以赴攻坚创效。

周荔青：上海海洋石油局将毫不动
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严格执行上
海市各项防疫政策，进一步增强市场经
营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确保在主题行
动中，生产经营向上向好发展。聚焦合
作区市场份额，积极协调，深化“中-中”
合作，推动意向项目落实落地。聚焦自
营勘探作业，提前做好自营探井作业准
备工作，完善总包模式运行方案。聚焦
拓市增效，推进年度合作协议的签订，
在量价齐涨上下功夫。推动韩国 SK 公
司南海探井服务、泰国弃置、英国北海
弃封井等海外项目取得新进展。

（孙万芹 杨 君 刘继宝 姜 伟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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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编者按：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集团公司上游企业努力抓好疫情防控和增储上产工作，全力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有序、重点工程稳步推进。本期专题我们

报道 4家上游企业在疫情形势下如何主动作为、员工如何坚守岗位，并邀请 4家企业代表谈如何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工作，敬请关注。

勠力同心战“疫”全力增储上产

问题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油田企业采取了哪些稳产上产措施？ 问题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企业如何开展好主题行动，做好下一步稳产上产重点工作？1 2

管理者说管理者说

企业速递

5月 15日，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员工为海上平台补充防疫和生产物资。 张 灿 摄

本报讯 记者王维东 于 佳报道：5
月 18日，东营原油库迁建工程上千名
参建人员刚刚完成第8轮全员核酸检
测，便迅速投入施工作业中。他们抢
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开足马力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

胜利油田努力克服疫情给生产经
营带来的不利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生产经营，实现勘探开发稳中有进、生
产运行提速提质、经营效益快速提升。
前4个月，胜利油田完成原油产量750
余万吨、天然气产量1.75亿立方米。

3月以来，山东省德州市、滨州市
等地陆续出现疫情。临盘采油厂主力

油区位于德州市，他们制定 21 项措
施，积极融入地方疫情防控总体部署，
协调 14家驻临盘区域单位优化调整
生产运行模式，保障区域员工生命健
康和生产经营平稳有序；滨南采油厂
与地方政府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以片
区为单位成立15支应急处置队伍，织
密防疫网络；油气井下作业中心组建
22支应急预备队，对发生疫情地区的
施工现场、工地宿舍实行封闭管理。

东营原油库迁建工程涉及工程量
大、施工人员多，人员管控是防疫的重
中之重。胜利油田对进场人员建立实
名制管理台账，对施工人员实行网格

化、封闭化管理，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
响。目前，项目进度完成68%，超计划
运行。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聚焦勘探“新
领域、大发现、大突破”，深化基础研究、
潜力认识，加大风险勘探、预探力度，持
续向深层、超深层、页岩油拓展发力，获
得两个突破、两个进展和1个好苗头的
勘探成果；突出高效建产，深化地质工
程一体化，加快新井运行，截至5月16
日，新建（增）产能36.4万吨；聚焦经营
提效、优化增效、挖潜创效，推进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挖潜增效，资源资产的运营
质量和创效能力不断提升。

本报讯 记者闫坪卉 杨 君 通讯员
魏园军 杨 勇报道：“疫情突发，我远在
异国，担忧又愧疚，感谢厂里对我家人
的帮助，让我能够安心工作。”5 月 8
日，中原油田天然气处理厂为驻外员
工杜红换身处封控区的母亲送去米、
面、蔬菜等物资，让杜红换十分感动。
这是中原油田面对突发疫情，关爱员
工、稳定生产的缩影。

5月 5日，河南濮阳突发疫情，实
施为期7天的静态管理。疫情发生后，
中原油田各生产单位迅速调整工作方
式，实行大周期、闭环管理的工作模式，
8600多名员工驻守生产一线，一线人员

到岗率达80%，关键岗位到岗率100%。
“管理区月产量从疫情前的 136

吨上升至目前的 145吨。”近日，濮东
采油厂胡状采油管理区副经理许通介
绍。面对疫情不利局面，他们通过开
展动态分析，精准调配水井注水，精细
实施“五小”措施，原油产量实现了稳
中有升。

为助力当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该油田组织1000多名党员干部开
展“下沉社区、战疫有我”专项行动，广
大党员深入各小区开展入户通知、秩
序维持，测温验码等志愿服务。成立
排忧解难小分队，为员工、家属解决生

活上的实际困难，定期对员工进行
EAP心理和情绪疏导。中原油田天然
气处理厂邀请医护人员为超过 60岁
的驻外员工家属建立健康档案，并安
排医护人员视频直播为员工及其家属
解疑释惑。截至目前，天然气处理厂
工会共开展电话慰问97人次，驻外员
工家属慰问覆盖率达到100%。

目前，该油田生产运行平稳，中原
储气库群建设工程、采油区数字化改造
工程等重点工程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濮阳市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原
油田将持续做好疫情防控、能源保供等
工作，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讯 记者刘继宝报道：今年以
来，受疫情影响，江苏油田在人员出
行、物料供应、钻井搬迁等方面遇到困
难。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该油
田优化生产组织运行、物资调配等工
作，全力保障油田生产经营平稳有
序。截至5月 17日，该油田日产原油
2881吨，油气综合盈亏平衡点环比呈
现下降趋势，页岩油勘探、新能源建设
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江苏油田主力油区涉及4个地级
市多个县区，面对不同油区不同的管
控措施，他们有序调整区域作业工作
量，避免作业队伍跨区域作业，通过人

员留守、调整拉油路线、协调外部车辆
等方式保障原油生产。仪征疫情发生
初期，采油二厂赤岸班站紧急行动，赶
在道路封控前，将防疫和生产物资、生
活必需品送到各岗位。

疫情期间，一批页岩油勘探井正
处于关键施工阶段。该油田紧急协
调，做好物资供应和人员保障工作，
3月中旬，该油田首口页岩油风险探
井花页 1HF 井经过大型压裂后，日
产原油 20 多吨。5 月 13 日，花 2 侧
HF井也圆满完成 20段 93 簇压裂施
工，创造了压裂施工单井加砂量最
大、单段加砂量最大、入井液量最大

3 项施工纪录。目前，花页 3HF、百
色坤页 1 等页岩油勘探井正在有序
施工中。

风电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因疫情
原因风电机组件供应受到影响。该油
田油服中心及时了解各地疫情防控政
策，要求货运司机提前准备好相关资
料，保证车辆按时通过高速公路出入
口，确保风机组件按时到达井场。5月
11日，江苏油田最大光伏发电项目富
7站光伏工程建成，安装光伏板 1470
块，功率0.73兆瓦。至此，该油田累计
建成太阳能光伏发电规模 7.77兆瓦，
年发电量854.7万千瓦时。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上海海洋石油局
在助力打好“大上海保卫战”的同时，加快
推进海上能源勘探开发，安全工作实行提
级管理，积极推动稳产上产。前4个月，
原油超计划增产2045吨，天然气超计划
增产2325万立方米，分别超计划3.72%、
9.04%。

聚焦海上千万吨级油气资源勘
探，立足大场面，实现新突破。他们以

“规模储量、快速转产”为原则，转变勘
探思路、深化基础研究、加快部署实
施。合作区持续深化复合油气藏富集
规律认识，近期获得多项突破，为新产
能建设奠定基础。自营探区加快井位

部署研究，完成涠洲油田“一探一评”
两口井部署，完成南黄海探区风险井
位初审，持续推进海中凹陷风险井位
论证。招商区块细化勘探方案，做好
前期准备，确保合作合同签订后各项
工作顺利推进。

聚焦合作区老气田进一步精细挖
潜，打出组合拳，降低递减率。他们一
方面大力挖掘平台周边深层潜力，强化
老区滚动扩储快速建产，夯实老区稳产
基础。另一方面按照分类、分级、分步
模式，加强稳产井管控，加强问题井措
施治理，控制老区自然递减。截至目
前，上海局电泵排采、上返补层两项措

施累计增油2.67万立方米、增气300万
立方米。同时，深入开展特低渗气藏有
效动用技术攻关研究，夯实海上能源可
持续发展基础。

聚焦年度重点项目按计划推进，
抢抓新机遇，培育新动能。他们以少
井高产为目标，新区产建项目有序推
进，部分项目完成钻前地质油藏优化
研究、开发方案上报。为保障重点项
目顺利进行，提前介入并启动气田前
期研究等工作。同时以“四提一降”

“少井高产”为目标，大力提升钻完井
工程保障能力，推动生产效率再提
升。 （姜 伟）

陈炳超 张 发

近日，勘探六号钻井平台第3次
打破渤海油田最大钻井深度纪录的
消息在上海海洋石油局员工的朋友
圈持续刷屏。平台这次作业处于上
海疫情防控的攻坚时刻，部分驻守员
工已持续在岗近42天。“回头看看，
这次的破纪录真的不容易，疫情、井
漏、设备故障，各种困难都遇上了。”
平台经理王成国说。

夜晚的海面，大风在耳边呼啸，
海浪撞击着平台桩腿激起阵阵浪花，
勘探六号的灯光聚向钻台，一场战役
即将打响：钻进突遇断层，钻井液漏
失，如不及时处理，地下活跃的油气
流随时有涌出的风险。

平台环境受限、又正值凌晨，多
耽搁一分钟，就面临更大的风险。王
成国带着兄弟们下泵仓、搬药剂，
1000多吨的泥浆材料从天黑搬到了
天亮，大家体力消耗大，累了就坐在
泥浆包袋上休息片刻。药剂加完时，
员工的口罩、手套、眼镜上都糊满了
一层厚泥巴，汗水和着泥水流。经过
10多天不间断作业，他们终于高效
完成了井漏处置。

与陆地上的防疫工作相比，海上
平台的员工在心理和体能上都承受
了更大的考验。王成国说：“但我们
有一个信念，只要坚持到底就是胜
利，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推进上海复工复产
贡献力量。”

徐博誩闻 周执宝

“老袁，赶紧安排两个人回去调
休，疫情结束好倒班。”“我都问过了，
没人肯回，都要留下来！”5月10日，在
江苏油田采油一厂陈堡采油班站，班
员调休的事情让班长黄建强与副班长
袁玉“头疼”不已。

3月以来，全国疫情呈多点散发态
势，这给江苏油田采油一厂陈堡采油
班站的生产带来巨大挑战。陈堡采油
班站位于泰州兴化，与扬州分属不同
行政区域，疫情期间，两地政府对道路
进行管控，班站人员流动成难题。两
个多月来，班站实行“5+2”上班制度，
52人选择留守，精心呵护180口油井，

保证了生产运行平稳有序。
“有了此前的战‘疫’经验，今年在

疫情管控措施收紧之前，我们就第一
时间返岗，并做好了长期驻守的准
备。”班站运维岗副岗长董红升说。疫
情期间，他们第一时间成立由13名党
员组成的夺油上产突击组，确保及时
有效处置生产难题。

董红升带领加药3人组，一直驻扎在
井场。为了让油井及时“喝上药”，他们每
天早上7点前往井场，下午5点才返回。
他们还提前把近百斤重药剂从大药剂桶
转移到小药剂桶，便于及时加药补药。

疫情期间，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整个班站原油日产量达282吨，比1月
初增加了14吨。

胜利油田油气重点工程进展顺利

江苏油田油气盈亏平衡点环比下降

上海局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加快推进

一线行动

这个春天的
“疫”路坚守

留守井场呵护180口油水井

5月 13日，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员工在濮 6-侧 39井更换抽油机设备。
赵奕松 摄 魏宏强 文

中原油田全力抗疫生产平稳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