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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日，中原石油工程公司井
下特种作业公司科威特项目部 SP-
986队平台经理李建正在与甲方监督
进行UN-0026井施工前交底工作，炎
炎烈日下，他的脸颊被晒得黑红。

今年以来，该项目部克服人员倒
班、物资组织等方面的困难，加快新
机组运行，攻克施工技术难点，不断
刷新搬迁纪录，疫情防控有力，生产
经营稳定运行。截至目前，该项目部
6支队伍日费率均为100%，完成施工
井 44口，超计划 9口，超额完成上半
年生产经营任务，实现海外业绩稳步
增长。

新机组打通市场“快车道”

“今年 1月底，SP-986队在科威
特北部油区实施的第一口井 UN-
0340井通过甲方验收并顺利开钻，比
合同要求开钻日期提前47天，为甲方
赢得了宝贵时间。”6月 13日，李建回
想起彼时的情形，仍感到万分激动。

去年 5月，该项目部中标 3套机
组，合同期5年。甲方招标新合同时，
该项目部中标 3 支队伍，而 SP-986
队是唯一的新启动队伍。

受疫情影响，项目部面临着新机
组设备制造慢、整修认证材料组织滞
后、人员出差不便等困难。对此，李
建和骨干员工现场测量井口周围设
施尺寸，反复推演，调整简易钻台与
井架的连接方向，成功实现了不用拆
除抽油机整体设备就能直接作业，每
口井可为甲方节约拆装抽油机设备
服务费5万元。

同时，为保障超限设备一次性通
过油区大门，他们积极跟踪甲方油井
材料组织进度，统筹协调，仅用4天完
成穿越南、西部油区至北部油区长距
离搬迁310公里、跨6个油区大门和3

个公路大门的搬迁任务。
UN-0340井的顺利开钻让坚守

岗位近一年的李建和同事们倍感欣
慰，8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SP-986
队的开钻，实现了井下特种作业公司
科威特市场继 2016年队伍扩大至 5
支后的第二次壮大。

与此同时，SP-991队和SP-992
队凭借着优秀的施工业绩、高效的搬
迁速度和高标准的现场管理获甲方
高度认可，两支队伍均收到甲方合同
延签一年确认函，延签合同总额1421
万美元，为该公司完成2022年生产经
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屹立在波斯湾畔的“最好井队”

“祝贺你们获得‘南部油区 Best
Rig (最好井队)’称号，我为你们勇敢
的拼搏精神、过硬的专业技能点赞，
更为你们成功拿下MG-0071高产井
表示由衷感谢。”6月 13日，甲方监督
米歇尔发来贺信。

MG- 0071 井 是 科 威 特 南 部
BURGAN油田的一口重点井。该井
产能高，但因井下套管腐蚀、窜漏等
复杂情况，再加上被400千伏高压线
环绕，修井施工困难重重。

2020 年初以来，为修复 MG-
0071井，甲方曾联系多个钻修井承包
商未果，成了一块“心病”。

“993 队曾完成 BG-0818 井‘双
鱼头’复杂落物打捞，攻克了高难度
的BG-0233井，高效交出BG-1552
等排井井组，相信你们有能力和办法
让这口高产井复活！”在甲方南部油
区经理的信任和期待中，SP-993 队
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针对井场400千伏高压线距离地
面高度不足、施工场地受限、设备无
法正常摆放、雨季道路积水严重等困
难，该项目部组织技术人员研讨方
案，制订了道路封堵计划、超高设备

拆解组装方案和高压线周围专项吊
装作业触碰高压电应急预案。

在近 60天的施工期内，SP-993
队共组织触电应急演练15次，靠近高
压线吊装作业65次，参与吊装作业人
员200余人次，实现了安全吊装零事
故。

今年 2月，该队协调油区警察封

堵公路、敲定高压线断电时间，伴随
着一辆辆卡车的轰鸣，超高设备10分
钟内全部安全进入井场，MG-0071
井顺利开工。

SP-993 队以质量闯市场、创品
牌，在一次次攻坚啃硬中兑现了“交
给我必拿下”的承诺，成为甲方眼中
名副其实的“Best Rig(最好井队)”。

“铁军速度”不断刷新搬迁纪录

“对于日费制施工，提升搬迁速度
是利润增长的关键点。”作为新队伍的
负责人，李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今 年 3 月 ，SP- 986 队 从 UN-
0387井完井释放，到搬上新井位、通
过验收后开工，仅用了8小时，刷新同
类新钻机队伍搬迁最快纪录。

4月，该队仅用6.5小时完成UN-
0347井搬迁并开钻，再次刷新纪录，
提速18.75%。

这支新启动的队伍由于设备新、
人员新，首次搬迁时为28小时，经过
不断完善安全搬迁程序，平均搬迁时
间已缩短至9.3小时。

1月2日，新年的第一场大雨与该
队在科威特的第313次远途搬家不期
而遇，持续强降雨给搬迁工作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考验。为使搬迁顺利进行，科
威特项目部平台经理王子海提前多次
勘察路线，组织制订搬迁计划，细化班
组人员分工，明确设备搬迁次序。

然而，持续降水使路面软化严
重，车辆一过，路都被压得翻浆，带班
队长王崇龙发现情况后迅速组织人
员赶往现场，手拿铁锹挖稀泥，平路
面，指挥叉车进行拖拽，经过近5小时
奋战，设备全部运到新井场，保障了
顺利开工。

此外，该项目部 SP-992 队还保
持着科威特市场XJ-650机组搬迁用
时两小时的最快纪录。

一支支队伍以精湛的技术、过硬
的质量、高效的运行深耕海外市场。
截至目前，在千里之外的波斯湾畔，
该项目部6支修井队共节约搬迁时间
440 小时，创效显著，日费率均为
100%。

跨国拓市
Global Petrochemical Weekly

UN-0347井搬迁刷新科威特市场牵引拖挂式钻台修井钻机搬迁纪录。

6月 16日，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司
承建的阿曼杜库姆炼油项目公用工程
动设备试车进入冲刺阶段，为该项目
实现开车投料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预试车阶段前，该项目部对

中外参建员工进行技术交底，预判试
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质量问题，
并成立试车工作小组，明确相关责任
人，确保项目试车工作安全、平稳进
行。 田元武 李 祥 摄影报道

十建阿曼杜库姆炼油项目试车进入冲刺阶段

●姜军伟 王 伟 盖龙吟 高 风

近日，业主斯伦贝谢检查人员在
国际石油工程厄瓜多尔子公司华东项
目 SINOPEC156 队检查安全工作时
被一个颜色鲜艳的方槽吸引。该队平
台经理王伟解释，这是员工自制的甩
钻具安全保护工具，并详细介绍了该
工具的用法。甲方代表听后高度赞扬
了该队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鼓励该队继续引导员工重视安全、积
极参与安全工作。

2022年以来，该队定期对班组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把安全理念
灌输给每一名员工。针对员工反馈的
甩钻具作业时间长、强度大等情况，中

外员工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安全高效地
完成该项作业。

高级队长胡里奥和安全官曼努埃
拉提议制作一个甩钻具引导槽。当甩
钻具时，钻具上提至钻台面；离开鼠洞
后，钻工站在引导槽左右两侧，将钻具
推到大门坡道口。这样就避免了由于
气动葫芦操作人员和钻工配合不当，
或作业人员站位不对导致的钻具下落
及人员伤害事故，可以大大增强该项
作业的安全性。

说干就干，该队立刻安排人员进
行加工。工具测试后效果良好，并获
得现场甲方的高度认可，甲方安全管
理人员给该工具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胡里奥”工具。

“胡里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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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原石油工程井下特种作业公司科威特项目部6支队伍奋战“波斯湾畔”，日费率均为100%

中原铁军：“交给我必拿下”

●邱振军

近日，胜利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
司土库曼斯坦钻井项目部70568队加
迪恩-102D井顺利开钻。在国内仅
休息了两个多月的刘晓明又出现在
施工现场。上一次出国，刘晓明在土
库曼斯坦坚守了整整800天。

刘晓明清晰地记得，今年 2月底
刚回到家时的情景。

“爸爸，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们
了。”女儿挂在他身上不肯下来。妻
子带着苦涩的笑容为他端来一杯
水。看着她们，刘晓明百感交集。

在家稍作停顿后，他又来到父母
家里。

母亲见到他时，紧紧地抱住他，
说不出一句话。

父亲见到他时，口中不停地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刘晓明是土库曼斯坦钻井项目
部副经理，2007年从西南石油大学钻
井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在该国工
作。15年来，他所在的队伍创下土库
曼斯坦阿姆河区块20多项钻井纪录。

他上一次离开家还是2019年 12
月14日，出国赴土库曼斯坦参与基石
图凡101D井施工作业，到今年2月，

从土库曼斯坦乘机辗转多次，历经20
多次核酸和抗体检测，20天的隔离，
再回到家，已经整整800天。

刘晓明说，是家人的理解和支
持、公司的关爱和照顾，让他能够在
国外坚守800天。

2019 年 12 月，他到达土库曼斯
坦后，立刻进行基石图凡 101D井完
井作业，马上进行试气准备，只等甲
方下达指令，试气工作随时可以展
开。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新冠
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土方疫情管控升
级，签证受到影响，项目部和井队员
工无法到土库曼斯坦工作，导致该井
试气作业被迫无限期停滞。

就这样，一停就是660多天。
在等待试气复工的日子里，他每

周 3次到井场查看钻井设备，除日常
维护保养外，每天还要检查营房用
电及防火安全，及时向土方员工传
达施工国和公司有关疫情防控要
求，向国内汇报工作进展。为提升
土方员工素质，他组织员工开展各
种培训和演练。他知道，如果不加
紧备战，到复工时，人员就会难以适
应工作需要。

在工作之余，他也会打打乒乓
球，看看书，尽量把在国外的日子过
得充实些。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已经两个春节和中秋节没有在
家里度过，无法和家人团圆让他备受
煎熬，但静下心来一想，他坚守在这
里，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是为基石图
凡 101D井的试气工作而时刻备战，

心中便多了一份慰藉。
2021年中秋节，他给妻子写了一

封家书，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他写
道：离开家已有660多天，在这段时间
里，全靠你支撑着整个家。刚离家
时，女儿才两岁多，走出家门时女儿
紧紧抱住我的腿就是不放手。在异
国他乡的夜晚，只能让月光和清风捎
带我对你们深深的思念。

刘晓明在国外 800天，他的妻子
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

刘晓明的父母都已60多岁，患有
高血压、风湿等疾病，常年服药，需要
经常有人照料。

2021年 7月，他的父亲突然心脏
动脉堵塞，由于位置特殊，东营无法
治疗，被紧急送往北京做心脏支架手
术。他的妻子只身去北京照顾生病

的父亲。
在国外期间，他只能通过社交软

件和电话进行联系，大部分时间信号
不好，无法视频通话。每当夜深人静
时，他一遍遍看着妻子发来的孩子成
长视频，看着女儿一天天地长大，心
中十分欣喜。

刘晓明离家时，女儿不满3岁，回
到家时，女儿已5岁多了，在上幼儿园
中班，变得更懂事了。

虽然对家人万般不舍，但考虑到
新井加迪恩-102D井开工需要，刘晓
明立刻订了机票，赶往土库曼斯坦施
工新井，开始了新的海外征程。

坚守土库曼斯坦800天
回国轮休两个月后，胜利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土库曼斯坦钻井项目部副经理刘晓明

再次前往海外施工新井

“停不下来”的
电气师

●胡亚鹏 樊 波

要说华北石油工程国际公司科
威特 SP158队谁最忙，一问就知道是
电气师韩涛，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
在去工作的路上，房间里是很难找到
他人的。

SP158 队 的 设 备 2007 年 出 厂 ，
2009 年进入科威特，已经服役超过
12年，因此，及时查找排除各种隐患，
对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特别重要，几乎
每天都要维修保养。

一大早，他就背上工具包来到监
督房间修理排气扇。他熟练地将旧
排风扇取下，安装好新的，反复测试，
确保没有问题后，正准备离开。这
时，监督急忙又指了一下他的打印
机，意思是看能不能修一修。

经检查，韩涛发现打印机的 USB
接头断了，虽然只是个小问题，但是
修理起来也需要较长时间。他没有
多想，立马把打印机抱走，找了一个
合适的地方，拿出工具就干了起来。

这可是个细致活，稍不注意就会
把线接错，不过，韩涛可是个有经验
的电气师，没多久就修好了。经过测
试后，他把打印机送还到监督办公
室，监督看到后十分惊讶，原本以为
需要送到城里找专业师傅修理，起码
得好几天才能修好，没想到不到一个
上午就搞定了，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直呼：“Very good（太棒了）！”

这只不过是韩涛工作的一个小
小缩影，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对自己分管的设备进行一次
巡回检查，然后拿出工具包，对检查
出的问题逐项整改，不留一点隐患。

他还会抽时间检查各个房间的
空调。队上多为一体式空调，且使用
时间较长，一到夏天经常出现空调不
制冷的情况，严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
休息。韩涛说：“要早点排查出隐患，
及时报料，及时修理，及时更换，用的
时候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韩涛平时的工作特别繁重，以至
于大家都不知道他正在井场哪个角
落排除隐患。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虽然
SP158队的设备服役了多年，却没有
发生一起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停工事
件。这正是像韩涛这样“停不下来”
的电气师们用多年辛勤工作换来的。

石勘院支撑哈国老油田
一口评价井获高产油流

本报讯 近日，由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设计的哈萨克斯坦Kozhasai油田外围评
价井K-052井顺利投产，获 85吨/日的高
产油流，这是继K-306、K-048D井后的又
一口高产井，证明外围区滚动开发潜力大，
实现了老油田的效益开发。

该油田是位于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
东缘的亿吨级老油田，为巨厚裂缝型复杂
碳酸盐岩油藏，历经 10余年开发，采出程
度仅10.1%。

2020年以来，石勘院技术人员经攻关
研究，摸清了块状弱底水裂缝孔隙型碳酸
盐岩油藏特征和开发规律，按照“优先动用
一类储量、老区加密兼顾外扩评价”的思
路，编制油田开发调整方案，设计的3口方
案井实施后均获得高产油流。

石勘院此次承担 K-052 井位论证及
地质设计、钻井跟踪、射孔方案设计、生产
动态跟踪工作。设计射孔厚度72米，初期
产量85吨/日，实际生产和设计基本一致。

（司朝年 高 敏）

南京工程电仪分公司
承建沙特光伏项目开工

本报讯 近日，炼化工程集团南京工程
公司电仪分公司承建的沙特拉比格100兆
瓦光伏项目正式开工，这是该公司在沙特
承建的首个光伏电站项目。

该项目是沙特政府发展新能源推进能
源战略转型的“2030愿景”重要项目之一，
总装机容量300兆瓦。此次承建110千伏
升压站的电气安装工作，并安装光伏区13
个箱式变电站、约 18.5万块光伏板和 121
公里中低压电缆，项目工期 208天。预计
首年总发电量8.9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
碳78万吨；预计25年总发电量约214亿千
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862万吨。项目建成
后将有效优化沙特能源结构，为保护当地
生态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黎 强 王珣颖 李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