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你还好吗？
●陈 强/口述 蒋 振/整理

“贾明德，我的朋友！你现在一切还
好吗？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和家
人！”看着手机上发出的讯息迟迟没有回
应，我怅然若失。

贾明德是胜利石油工程科威特项目
部的斯里兰卡籍司机，皮肤黝黑、身体壮
硕，虽然话语不多，但为人忠厚诚恳，至
今已在项目部服务了9年。每次执行油
区跑井任务前，他都会仔细检查整体车
况、轮胎气压、油箱仪表工作情况。在执
行驾驶任务过程中，他总是戴着 N95 口
罩聚精会神地观察道路情况。做完一天
的工作，他都会把车辆从里到外消毒、清
洁。

作为专业司机，他记路记得特别
准。对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点他如数家
珍，哪条路容易堵车，从哪条路走最方便
快捷，都了然于胸。从来没有跑错道、走
回头路的情况。听到大家的表扬赞许
后，他总是诚恳地说：“感谢中国石化培
养了我，我要认真工作，为项目发展作贡
献。”

贾明德的家人在斯里兰卡南部山区
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就在一个月前，
由于家中有急事，他临时申请回家休假，
项目部想办法帮他提前预支了工资，我
们几名同事还凑钱给他买了方便面、饼
干让他带回家应急。可是他一回到斯里
兰卡就没了消息。看着手机，他一直没
有回复，我也为他担忧。

隔了数日，贾明德终于回信：“陈，谢
谢你和项目部对我的关心，我会尽快安
顿好家人，争取早日返回项目工作。”我
回复他：“祝你好运，祝你家人平安！我
在这里等你安全回来！”

本报讯 截至目前，华北石油工程
沙特 SP306 钻井队累计收集“STOP
卡”超1.5万张，为现场及时发现并消
除不安全因素提供了参考，为完善现
场安全管理标准提供了依据。

施工中，该队联合甲方审计，通
过项目月检、井队周检、班组日检等
活动，对现场进行常态化查隐患、补
短板、做记录，力推“STOP卡”制度有
效落实。

该队利用“STOP卡”打通全员参
与安全管理的通道。他们把现场安
全动作、违章整改措施、风险规避方
法、保护员工身心健康的建议等一切

维护现场安全的行为，都纳入“STOP
卡”填写范畴，先后收集增设加工泥
浆罐坐岗防晒棚、钻台手工具摆放架
等合理化建议103条，为降低员工劳
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提高作业安
全系数，提供了集体智慧。

在施工中，该队要求全员填写
“STOP卡”，并安排专人定时收集、分
析、总结和评比，坚持每月评比“优秀

STOP卡填写者”并给予奖励，累计评
先128人次，奖励金额达6000沙特里
亚尔（约合人民币1万元）。

“STOP卡”和一支碳素笔成了沙
特籍井架工阿布上班的“标配”。一旦
看到同事的违章行为、设备的隐患点，
甚至有员工口罩佩戴不规范，他都会
记录到“STOP卡”上，并对其进行制
止。一次在安装泥浆泵的过程中，他

及时发现钢丝绳断丝，并避免了潜在
的安全事故。随后，安全官在现场给
予他 100 沙特里亚尔（约合人民币
180元）的奖励。阿布的积极表现，使
他成为获得“优秀STOP卡填写者”奖
励次数最多的外籍雇员，也调动了外
籍雇员查找安全隐患的积极性。

此外，该队还对优秀的“STOP
卡”进行展示宣传、集体剖析、讨论，
引导员工采取措施规避类似风险；并
通过对“STOP卡”的统计和总结，对
重复违章员工进行谈话、劝勉、开警
告信，甚至开除，在队内营造“主动安
全”的文化氛围。 （任海超）

1.5万张“STOP卡”护航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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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元武

盛夏时节，泰国春武里府骄阳似
火、热浪滚滚。4组高达20多米的钢
结构框架矗立在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
司泰国石油清洁油品项目旁边的预制
场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两台大型运
输车辆将这些“大块头”钢结构框架缓
缓运往施工作业现场。

“我们用空间换时间，采用‘一个
项目、两个工地’的施工管理模式，对
钢结构、大型设备、工艺管道实施模块
化施工，以此提升施工效率。”项目建
设工地的临时会议室里，项目部经理
李朋朋正在对刚入场的 23名中外参
建员工进行施工技术交底。

今年以来，十建公司在泰国石油
清洁油品项目建设中大力推广模块化
施工，在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和质量的
基础上，大幅提高施工效率，让原本紧
张的项目建设工期，变得不再紧张。

钢结构框架模块化，有效
降低安全风险，施工进度提前
1个月

在泰国石油清洁油品项目建设
中，钢结构安装总量高达1.8万吨，是
整个项目建设中施工技术要求最高、
安全管控难度最大的专业。

“如果钢结构按照‘垒积木’似的
传统施工方式进行安装，在合同工期
内，我们很难完成既定施工任务，而
且面临着高处作业、起重吊装等诸多
安全风险隐患。”在项目部总工程师

刘小庆看来，钢结构安装必须打破传
统施工方式，只有通过模块化施工，
才能提升钢结构安装工效，降低施工
作业安全风险，减轻工期紧张带来的
压力。

面对仅有23个月的建设工期，项
目管理团队深深感到，留给钢结构的
施工时间并不宽裕。于是，项目部在
工程开工伊始，就成立了以总工程师
为组长的“模块化技术创新”团队，迅
速对钢结构施工方案进行了 12次优
化完善，最终将钢结构框架在预制厂
内变成了105组模块，实现了钢结构
的模块化预制、运输和安装。

“钢结构模块化让项目建设总体
施工进度提前了 1个月，减少高处作
业、起重吊装等安全风险隐患300多
项，持续筑牢了项目建设安全管控防
线。”项目部施工经理穆伦深有感触
地说。

大型设备模块化，实现
“穿衣戴帽、塔起灯亮”，工效
提升近3倍

“设备一进场，模块化施工就要迅
速展开。我们对设备上的钢结构平
台、工艺管道、防腐保温、电气仪表等
统一预制、集中焊接、高效安装，这些
工作必须在地面上进行，在保证安全、
质量的同时，全力提升设备安装工
效。”在项目部施工经理刘立超眼中，
确保项目按期实现高标准中交目标的
关键，是要啃下设备模块化施工这块

“硬骨头”。

针对泰国春武里府地区高温、暴
雨频繁天气，项目部积极落实大型设
备附属钢结构平台、工艺管道、电气仪
表等图纸和材料，为设备模块化施工
做好“粮草”储备。“模块化技术创新”
团队与外方总包单位及时对接，加快
提升设备模块化施工工效。

大型设备“穿衣戴帽、塔起灯亮”
是项目部设备模块化施工的首要目
标。其中，高度144米的烟囱是安装
中难度最大的项目，他们优化模块化
施工技术，在地面完成烟囱设备的部
件组装，实现了分段吊装就位的模块

化施工目标，比原工期提前了20天，
施工工效提升了近3倍。

看到“穿衣戴帽、塔起灯亮”的大
型设备拔地而起，其他参建单位纷纷
到现场参观学习，项目部的大型设备
模块化施工得到业主、外方总包等单
位的一致好评。

工艺管道模块化，打造
“一条龙”服务，焊接合格率达
99.5%

“今年 1~6 月，工艺管道模块化

让固定焊口数量比原计划减少了
70%，管道焊接质量连续 5次被外方
总包单位评为第一名。”7月 15日，项
目部质量部部长石玉钦对上半年的工
艺管道焊接质量进行总结。

由于该项目工艺管道包含不锈
钢、合金钢等多种材质，焊接工艺纪律
严苛，质量管控标准高。为此，在工艺
管道开始施工前，他们就搭建了管道
加工厂，决定对工艺管道实施模块化
施工。

在模块化施工方案的引领下，项
目部工程技术人员积极运用新开发的
施工图纸二次设计软件，增加管道模
块化预制精度。同时，他们从国内调
运了12套自动焊机及坡口机、数控切
割机等设备，将工艺管道原材料接收
报验、管道预制、管道试压等13项工
作全部纳入管道加工厂的业务范围，
让管道模块化施工实现自动化、流水
线管理，形成了从管道材料接收到预
制焊接，再到试压防腐，直至进入现场
安装的全流程“一条龙”服务，极大减
轻了现场施工压力，提升了项目建设
整体施工质量。

目前，该项目通过模块化施工，已
完成工艺管道预制安装超30万寸径，
工效提升 2.3 倍，管道焊接平均合格
率达99.5%、优良率超98%，多次获外
方总包单位好评。

今年以来，在泰国石油清洁油品项目建设中，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司大力推广模块化施工，在保障施工安
全和质量的基础上，大幅提高施工效率

●赵春国 宋 民 韩贤军

“你看随钻测量仪器这样组装对
吗？”盛夏7月，经纬公司胜利定向井
公司墨西哥项目部E-2070DES井开
钻前夕，一位身穿中国石化红色工装
的墨西哥籍员工，正认真询问该公司
国际工程部副主任廖少波。

他就是本土司机班科，因为爱吃
麻婆豆腐，喜欢中国功夫，特别崇尚
中国文化，与大家相处得相当融洽，
所 以 被 中 国 同 事 亲 切 地 称 为“ 老
福”。

墨西哥人老福，有着胖胖的身
材、憨厚的表情，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很早就背井离乡去美国。他先是在
建筑行业帮工，又苦又累，常受欺
负。随后，他改行干起出租车司机，
但收入微薄，汇回家的钱少得可怜。
后来家里人生病需要回国照顾，他便
一边打工，一边慢慢攒钱。由于有英
语和西班牙语的优势，他顺利应聘成
为项目部的司机，从此与中国石化结
缘，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老福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一次
和廖少波聊天，廖少波随手教了他几
个武术动作，老福顿时兴奋无比，连
饭也顾不上吃，勤学苦练不说，还专
门找来同事见证，要拜廖少波为师，
学习正宗的“少林拳法”。

去年秋季，老福的妻子身患重
疾，急需手术治疗，高额的费用让他
愁眉不展。得知情况后，项目部积极
组织员工献爱心，并帮助联系医院，
让他的妻子尽快治疗，也让老福安心
工作。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让老
福感受到了公司的温暖。老福紧紧
握住项目部负责人的手说：“原来，中
国人对我来说是陌生而遥远的。来
到项目部后，我不仅获得了稳定的工

作和收入，而且收获了尊重和友谊，
你们对我就像亲人一样。”

项目部驻扎在一个小村落里，由
于疫情，项目的员工们非必要不能
外出，日常采购或进城办事等只能
交给值班司机去做。而老福就是最
让大家信任的那个。他从不怕麻
烦，非常热情，同事们请他顺便跑腿
办私事，比如购买食物、药品和日常
用品等，他毫不推辞，总是办得又快
又好。

老福责任心很强，非常热爱自己
的工作。别的司机需要催促才去擦
车，他从不需要。由于经常需要外
出，他总是将工衣穿得整整齐齐，不
管什么时候都把车擦得干干净净。

他说：“开车出去，我代表的是中国
石化，不能因为我影响了公司的形
象。”

近两年疫情四处蔓延，墨西哥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由于人手紧张，项
目部把大多数的外出工作都交给了
老福。任务很繁杂，他的工作量剧
增，外出办理的事情多，感染的风险
也增加了，但老福还是笑眯眯地接下
所有任务。“我一定不能带病毒回
来。”每次出门，他认真执行外出防疫
规定，对车内外充分消毒，穿戴好防
护用品，注意与同事保持距离，安全
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老福除了干好司机的老本行，还
主动学习其他业务。每当设备搬迁到

新井场，他都主动联系接电、接水等工
作，等这些工作完成后，他又去帮忙整
理仪器房内的物品，为随钻测量仪器
组装、测试等做好准备。一开始，他对
现场工作不了解，就一边看一边学，还
经常拿出笔记本做记录，询问关键的
技术问题。就这样，他很快就成了大
家口中“信得过的好助手”。

“这里跟别的公司不一样。项目
部非常关心当地员工，这里有家的温
暖。”老福说，“我给家人打电话，说已
爱上了这里的工作。”

在墨西哥项目部工作十几年，老
福与中国同事的感情与日俱增，他对
项目部充满感激：“只要还能工作，我
就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经纬胜利定向井公司墨西哥项目部有位工作了十余年的本土司机“老福”，与中国同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只要还能工作，我就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经纬华北测控公司
为开拓“双海”市场储备技术

本报讯 近日，经纬华北测控公
司沙特项目部两名技术人员吴若
天、高崇顺利完成中海油服沙特海
上钻井平台考察学习。

该公司是中国石化第一家从事
硫化氢和级联供气服务项目的单
位。一直以来，该公司凭借精湛的
技术和优异的服务，深受沙特市场
甲方好评。

该公司得知沙特阿美将加大海
上油气开发力度后，立即召开专题工
作会，分析自身优势，决定继续扩大
服务范围、延展服务链条到海上平
台。

沙特海上钻井平台整体设备布
局与陆地钻机布局差别较大，对于
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服务领域。
为了给新项目做好技术储备，项目
部组织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到海
上钻井平台考察学习。

面对新领域、新挑战，两名技术
人员在出发前广泛搜集资料，与项
目多位技术骨干交流，拟定考察规
划方案及重点关注事项，争取覆盖
每一个细节。

经过 6个昼夜的考察学习，他
们详细记录了级联供气系统和硫化
氢系统整体情况、运作模式、设备配
置、系统布局、维护保养方式等关键
性事项，满载收获归来。考察期间，
他们虚心求教的态度赢得了甲方沙
特阿美的赞赏，给甲方和钻井队留
下了良好印象。

本次考察学习为项目后续开展
提供了技术保障，为华北测控公司
开拓“海外、海上”市场奠定了基础。

（吴若天 李 伟）

炼化工程集团五建公司
签约沙特贝里项目西区合同

本报讯 近日，炼化工程集团五建公司
成功签约沙特贝里油气处理项目西区机械
安装承包合同。这是该公司与意大利塞班
公司继去年签约东区合同以来，第二次成功
牵手。

贝里油田年产1500万吨阿拉伯轻质原
油，附带产品为 300万立方米/日的含硫天
然气。通过项目升级，到2025年，该油田的
年产油量将增至 2600 万吨，并将增加 190
万吨/年的含硫碳氢化合物。

西区合同的成功签订得益于贝里油气
处理项目的高标准实施。2021年，沙特疫
情蔓延，在其他分包商观望之际，为保证业
主开工日期，五建公司科学布局，短时间内
完成动迁。项目建设期间，该公司综合考虑
疫情、设计和材料到货情况，制订详细的施
工计划，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保证了项
目进度按计划推进，得到业主沙特阿美和总
承包商塞班公司一致认可。

（李进学 刘丽丽）

中原石油工程公司
沙特市场停待钻机全部启动

本报讯 近日，中原石油工程沙特公司
SINO-29队顺利开钻，标志着该公司因疫
情停工的钻机全部实现复工复产。

今年以来，该公司将钻机复工复产作为
重 点 工 作 ，在 年 初 快 速 启 动 SINO- 7、
SINO-10和 SINO-18钻机的基础上，积极
与沙特阿美公司钻修井部沟通，凭借良好的
作业业绩与安全业绩，于 5 月中旬获得
SINO-26、SINO-29两台停工钻机的复工
函。

SINO-29队于6月21日开始搬迁至井
场，经过设备安装调试，成功整改甲方开钻
验收提出的106项问题后，于7月20日顺利
开钻。经过所有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两台钻
机均在1个月内实现了复工复产，得到了甲
方的充分肯定。截至目前，该公司的作业钻
机已达28台。 （杨红苏 李小强）

国勘阿尔及利亚公司
签订扎尔则产量分成新合同

本报讯 记者徐 健 通讯员唐玉峰报道：
日前，国勘阿尔及利亚公司和阿尔及利亚国
家石油公司索纳塔克，在阿尔及尔签订扎尔
则产量分成新合同，合同期限25年。

原合同签署于2002年10月，将于2023
年 5月到期。近年来，国勘阿尔及利亚公司
组成谈判组，与资源国政府进行多轮谈判。
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逐项解决项目的历史遗
留问题，优化新合同条款。阿尔及利亚能源
和矿产部部长及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
经济商务参赞出席签字仪式。

十建公司泰国石油清洁油品项目部员工正在吊装钢结构框架。 刘旭慧 摄

一个项目两个工地一个项目两个工地，，施展空间施展空间““模模””法法

日前，国勘 RSRUK合资公司与英国北海 Golden Eagle油田作业方中国海油
及其合作伙伴成功签订新的 Flotta 管输处理协议。对比原协议，新协议预计将
给 RSRUK合资公司带来 10%的增量净现值，进一步提升 RSRUK合资公司资产

价值，为后续 Flotta 终端持续经济运行和探索其他第三方服务机会打下良好基
础。图为英国北海 Flotta原油集输中心。

唐 俊 王 建 徐 健 摄影报道

国勘RSRUK合资公司签订英国北海项目新管输处理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