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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经营 石油石化石油石化环环

异域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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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拓市
Global Insights

●李 沛 金珺鑫

日前，海洋石油工程公司收到
一封跨国表扬信，信中哈萨克斯坦
苏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对该公司特分
试气监督侯先杰的专业水平和办事
效率赞不绝口。这封表扬信背后是
他在海外一线岗位的奋斗与坚守。

一破语言关，重温知识破瓶颈

“国外有语言环境，再加上肢体
语言的‘助攻’，交流还是比较得心
应手的。”侯先杰丝毫没有为语言差
异发怵，是因为他已早下苦功。

这次试气监督服务所在国家的
主要语言是俄语、英语。大学里，他
就学过一些俄语口语，为了这次出

国，侯先杰又重新拿起俄语课本，
“我找到我的俄语老师和懂俄语的
朋友给我紧急恶补，捡起了之前学
过的俄语”。对于英语学习，他更有
自信，底子不错，再加上勤学苦练，
让他在现场沟通无碍。

二破生活关，苦中作乐有信仰

“我所在的井场地处哈萨克斯坦
东部，距离市区400公里，冬季严寒，
气温经常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当
地生活条件艰苦，吃上新鲜蔬菜是非
常奢侈的事。在井场，只能以土豆、
洋葱等较易储存的食物为主。

“入乡随俗嘛！”乐观的侯先杰
经常以各种自制盖浇方便面充饥。
驻地手机信号弱，好不容易拨通电

话，听到妻子的问候和女儿的一声
“爸爸”，他心中暖暖的，满身的疲惫
也随之烟消云散。

“我代表的是公司，更代表祖
国，尽职尽责完成好任务是我的本
分，生活中的这些小事都能克服，出
色完成好工作才是大事。”

三破专业关，激流勇进显担当

在哈萨克斯坦，他参与了3口井
的试气工作，其中，SK1007井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口重点探
井，测试产量喜人，甲方看到数据非
常满意。但是我作为专业试气技术
人员，想到更多的是求产结束后压
井困难。”果然，该井在堵漏压井环
节出现了高比重漏、低比重喷的困

难，该井采用的试气工艺复杂，工具
内部间隙非常小，常规核桃壳、棉籽
等堵漏材料无法通过。

侯先杰与公司专家讨论研究，
创新性提出“智能凝胶”堵漏方案，
既能到达地层，又能形成一定承压
能力，及时解决难题，为后续试气工
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得到甲方高度
赞扬。

一封跨国表扬信的背后，是过
硬的技术、是深夜的外语书、是不辞
劳苦的奔波、是一碗碗泡面、是爬上
山头才能找到的手机信号……

中国石化润滑油
亮相泰国佛统府物流展

本报讯 日前，中国石化润滑油亮相泰国
佛统府的西部物流展。展会上，中国石化展
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一些客户当场签
下订单。此次营销推广活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模式，让泰国终端客户更好地了解
了中国石化润滑油品牌。 （丁 露）

中原石油工程公司
哈萨克斯坦布扎奇项目启动

本报讯 近日，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哈萨克
斯坦布扎奇 100口大包井项目顺利启动，该
项目由 Sinopec-935 队施工，首口井已顺利
开钻。

按照甲方要求，该项目要在 2023年 3月
1日达到开钻水平。为此，该公司精心制作
运行计划大表，各业务部门按照时间节点统
筹安排工作。Sinopec-935队中哈员工到位
后，克服天气湿冷、道路泥泞湿滑等困难，仅
用 1天时间就完成了整部钻机的搬迁工作，
并一次通过甲方验收。 （柳凤甫 刘森彪）

国勘哈萨克斯坦公司
新井投产效果好于预期

本报讯 记者 徐 健 通讯员 陈 亮 杨胜君
报道：日前，国勘哈萨克斯坦公司所辖 ZhanN
油田4口新井成功投产，已稳产近两个月，实
际效果好于预期，为深挖老油田区域产能建
设增添了新动力。

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技术人员明确了
“多层系立体开发、多井型逐层上返”的老区
开发调整思路，开展油藏精细描述，深化地质
再认识和油藏动态分析研究，细化砂体展布
及定性与定量化描述剩余油分布特征，有的
放矢地部署新井。

●沈志军 曹健昆

“对待外籍员工就要像对待亲兄
弟一样，既要关心关爱，也要严格要
求，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我们企业里得
到成长锻炼。”这是经纬公司华东测
控分公司国际项目部管理海外项目
的理念。

该公司科威特录井项目自 2019
年4月启动以来，坚持走好国际化、专
业化发展之路，始终把用工当地化、管
理精细化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各项工
作平稳有序开展，多次得到甲方表扬。

完善培育机制为项目
输送“新鲜血液”

“大段摊开、宏观细找；远看颜
色、近查岩性；干湿结合、挑分岩性；
参考钻时，分层定名。”该项目部
HD106录井队外籍员工汉森正在认

真回答岩屑描述的方法，这套“秘诀”
是他从中方管理人员那里学来的。

该项目部外籍员工人数在员工
总人数的占比在 8成以上，他们的基
本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给项目运作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

为了让外籍员工都能尽快适应
新岗位、独立上岗，项目部以严格的
培育和考核机制为依托，指派人员根
据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制定培训大
纲，从最基本的起步，对外籍员工进
行专业培训，并进行考核和提拔任
用。外籍员工汉森就是其中的一名
受益者，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
且平时干活也得到了项目部的认可，
很快就被提拔为实习地质师。

4年来，该项目部坚持做好专业
理论知识、企业规章制度等针对性较
强的培训工作，累计开设培训课堂80
多场，培训各类外籍员工 200 多人
次。通过培训，外籍员工的整体技能

水平大幅提高，为项目顺利运作夯实
了基础。

“快餐式”培训服务保障
项目工程质量

“仪器的气路管线一定要保持干
燥和畅通，电脱传感器启动前必须要
校验和清洗，如果这两项做不到，我
们取的资料就不合格。”

日前，在科威特 BG-1830 井施
工中，细心的中方录井管理人员韩小
为在处理气测资料时，总是发现一些
瑕疵。他利用休息时间与外籍员工
聊天找原因。部分外籍员工由于不
熟悉专业录井仪器的操作方法，就按
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工作细节，导致资
料有误差，影响了工程质量。

发现问题后，该项目部立即行动
起来，为外籍员工“开小灶”，提供“快
餐式”的专业知识服务，采用图示、实

地观察等办法，逐一对重要环节、操
作步骤进行讲解，直到外籍员工完全
掌握操作要领为止。最终，他们顺利
完成了该井的录井任务，让甲方竖起
了大拇指。2022年以来，该项目部累
计发现油气显示共 450 层、2100 余
米，油气发现率、层位卡准率和测录
井资料合格率均被甲方评为一类。

“9+1”考核机制为项目
发展增添动力

前不久，科威特录井项目外籍员
工拉博特别开心，因为他这个月比上
个月多拿了近30%薪酬，这让他的小
伙伴们羡慕不已。“加油，这是你努力
的回报。”看见拉博满脸喜悦，韩小为
也为他加油鼓劲。

为了调动外籍员工的积极性，让
外籍员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中，该项目部实行“9+1”奖励机制，在

外籍员工的薪酬中，拿出10%作为奖
励浮动，考核评比结果优秀的外籍员
工可以拿到薪酬的 110%、120%，甚
至可以拿到130%，相反表现不好者，
只能拿到薪酬的90%。

在这样的奖励模式下，外籍员工
的测录井仪器操作水平上了新台阶，
作业程序流程操作更加规范，项目部
安全环保无事故创出新纪录。在科
威特 SA-1064 井的录井工作中，项
目部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
捞准每一包岩屑、描准每一个砂层，
最终他们出色地完成各项录井任务，
给 甲 方 交 上 了 一 份 完 美 的 答 卷 。
2022年以来，该项目部累计高质量完
成21口井的录井任务，受到甲方高度
赞扬。

●崔 樵 杨光威

2022年，沙特阿美公司为响应沙
特政府的“绿色沙特”和“绿色中东”
倡议，推出了“百万种子目标”行动计
划，计划在2023年春季前后，每月完
成200万粒种子的播种。

正在沙特北部边疆省进行施工
的 SINOPEC351 物探队在国际石油
工程沙特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积极
参与该项行动计划。该队不仅为员
工配备了放置种子的便携腰包，还结
合野外施工细节对该队全体放线人
员进行了播种培训，将放线施工和种
子播撒同步进行，在播种的同时不影
响施工进度。红色的检波器和绿色
的种子同时落在黄色的戈壁滩上，形
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截至2023年 2月底，该队已完成

约850公斤600万粒各类种子的播种
任务，在沙特北部边疆省的荒原戈壁
上，用自己的足迹留下了长度约9500
公里的绿色希望之路。该队的工作
得到了沙特阿美公司的支持和赞扬。

在全力完成“百万种子目标”行动
计划期间，2022年末，该队与沙特国家
植被覆盖开发与防治荒漠化中心在北
部 边 疆 省 UM AL ASSAFEER
PARK保护区的管理团队合作，开展
了对该保护区围栏内部撒播种子的
绿色共建活动。

该保护区位于该队下一个即将
部署的新区块中间区域。该队 15名
中外员工组成的播种团队利用周末
休息时间，与该保护区管理团队共同
完成了500平方米地表、约80万粒种
子的播撒工作。

在活动结束后的第二日，保护区

就在官方推特上发布了与中国石化
物探队合作共建活动的报道。通过此
次活动，中国石化与沙特北部边疆省建
立起了友好关系，提升了中国石化品牌
在当地的美誉度，对于项目在保护区内
乃至当地其他公共事业单位管辖区域
内获得施工许可具有积极意义。

沙漠绿化行动是国工沙特分公
司践行“扎根沙特、服务沙特”理念，
响应当地“绿色沙特”和“绿色中东”
的行动之一。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始
终坚持以实际行动为保护和改善当
地环境作贡献，积极在海外承担企业
社会责任。

筑梦丝路
Global Insights

●王安东 刘 粱 蒋 振

“同志们，持续揉压颈后风池穴可
以有效缓解颈部疲劳……”听着身边中
国（吉林）援科威特医疗队队长陈春海
的精彩讲解，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科威特
项目部员工没有想到，在科威特布尔干
沙漠腹地的偏远井场，也能享受到国内
医疗专家的贴心服务。

项目部施工现场分散且地处偏远，
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员工如有身体不适
或者慢性疾病很难在当地得到有效医
治。经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和中资企
业协会牵线搭桥，项目部向中国援科医
疗队发出了邀请。近日，在项目部经理
朱邦海的陪同下，医疗队一行5人来到
项目部最偏远的SP281队施工井场，开
展现场义诊服务活动。

在井场值班房、员工宿舍，医疗队
的医生因陋就简，用把脉、针灸、拔罐、
正骨、推拿等传统中医手法，为30多名
员工进行了现场诊断治疗，困扰员工的
腰肌劳损、颈椎病、肩周炎等慢性病均
得到了有效缓解。在随后的授课中，医
疗队还结合在当地问诊治疗情况，为员
工现场讲授中医日常保健的小知识、小
窍门。最后，医生留下了联系方式，方
便员工问诊咨询，并表示要将项目现场
义诊活动长期坚持下去。

“感谢中国援科医疗队百忙之中到
项目部上门义诊，解除了病痛，传授了
健康知识，祝愿援外医疗事业越来越
好。”朱邦海在送别医疗队时动情地说。

“白衣天使”
走进海外工程项目

经纬公司华东测控分公司科威特录井项目自启动以来，坚持走好国际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始终把用工当地化、
管理精细化贯彻在日常工作中

外籍员工成长助力项目高效推进

●任海超

“这是给妻子买的金项链，这是送
给妈妈的颈椎按摩器……”近日，华北
石油工程沙特项目部尼泊尔籍员工巴
哈杜尔，拿着购物清单对照着近期积攒
的物品。第一次回国休假，一个双肩
包，一个皮箱，他的行李塞满了送给家
人的礼物。

巴哈杜尔来自尼泊尔木斯塘县农
村，距离我国西藏仲巴县只有100余公
里。在他出国务工前，一家人的主要经
济收入，都靠他在木斯塘县城骑三轮摩
托跑出租。他勤快、诚实，回头客时常
照顾他的生意，妻子哈巴莉也是因为巴
哈杜尔捡到她的钱包而与他结下姻缘。

在尼泊尔，黄金代表着财富和吉
祥，举行婚礼的时候，男方会给未婚妻
准备金饰来彰显双方的体面。那时，巴
哈杜尔的收入很难满足正常的家庭开
支。结婚时，不但没有金饰送给妻子，
还因为建新房、买家具欠了亲戚的外
债。

“妻子对我没有怨言，但是我心里
很难过，一定给妻子买金项链。”巴哈杜
尔一直对妻子心存愧疚。

2020年初，儿子出生，再加上疫情
影响，巴哈杜尔的生意很惨淡，时常好
几天没有收入。

2020年 10月，通过在华北石油工
程沙特项目部从事餐饮服务的表弟了
解到招工信息后，有驾照优势的巴哈杜
尔经过筛选，成功应聘为该项目部钻井
队的服务员，负责着每日营房卫生打
扫、生活区垃圾回收、工衣收集与发放
等工作。工作之余，热心的巴哈杜尔还
会帮助厨师择菜、洗刷餐具、拉运生活
物资。

凭借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
做事风格，巴哈杜尔很快被提拔为餐饮
服务主管，工资和奖金大幅提升，不到
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家里的债务。

“现在的工资是我在尼泊尔国内收
入的 3倍多，我已经买好了金项链，算
是补偿妻子的新婚礼物。”一见到同事，
巴哈杜尔就与他们分享着心愿达成的
喜悦。

截至2023年2月底，国工沙特分公司SINOPEC351物探队在沙特北部边疆省的荒原戈壁上，已完成约850公斤600万粒
各类种子的播种任务

响应“绿色沙特”倡议，开展沙漠绿化行动

迟到的新婚礼物

一封跨国表扬信背后的奋斗故事

域外拾贝
Global Insights

近日，炼化工程集团十建公
司多举措加快推进泰国石油清
洁油品项目建设，力求项目按
期、高标准中交。

该项目是集团公司在东南
亚地区的重点建设工程，十建公
司承建项目 4套装置。该公司泰
国项目部以“技术创新、工效提
升”为总体思路，狠抓施工技术
创新成果应用；与外方总包单位
密切沟通协调，精准落实各专业
施工图纸及材料到位时间，保证
了各专业施工进度节点目标顺
利实现。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累
计完成钢结构安装超 14900 吨、
设备安装近 290 台、工艺管道焊
接 40.6 万寸径。图为项目建设
施工现场。

田元武 刘旭慧 摄影报道

国工沙特分公司 SINOPEC351 物探队员工在沙特北部边疆省保护区播撒
种子。 崔 樵 摄

十建公司加快推进
泰国石油清洁油品项目建设

中国石化在沙单位
获中国驻沙大使馆表彰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与沙
特中资企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2022 年评选活
动中，中国石化在沙特单位、项目和员工获得
多项荣誉。

国际石油工程沙特分公司被评为优秀中
资企业，国工沙特分公司沙特阿美MIP16/17
包项目和南京工程公司沙特阿美泵站项目被
评为沙特优秀中资项目，共 5名员工被评为
优秀中资企业经理人和中沙友好合作先进工
作者。

2022 年，国工沙特分公司在市场开发、
项目管理和风险管控上持续发力，钻机运行
总数创新高，MIP16/17 包项目进度、安全和
质量管理指标在项目群12家承包商的26个
项目中位居第一。南京工程公司沙特阿美泵
站项目是该公司与沙特阿美合作的最大EPC
总承包项目，该公司主要负责对原油输送系
统进行升级，该项目对后续承揽长输管线工
程具有重要意义。 （李 舒 曹玉金 杨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