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 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

气矿自贡采气作业区组织开展输气管道业务

外包巡线工培训，对 21 名来自四川佳运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外包巡线工重点就输气管道

巡护相关知识进行阐述和讲解，以及输气管

道巡护过程中异常情况发现、处置、上报程序

等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

据悉，自贡采气作业区近年来高度重视

输气管道巡护管理，严格落实输气管道巡护

责任，通过多种途径有效防控输气管道外部

风险，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技术干部、油气管

道保护工、巡线员以及信息员的“4+1”管道巡

护模式，特别是外包巡线工采用 GPS 巡线后，

严格落实每日一巡，及时发现许多快速发展

的第三方施工，弥补了管道保护工周巡对第

三方施工监控的真空期，保障了输气管道安

全平稳运行遥
渊黄斌 丁道权冤

西北油田“双大户”
精细管理
稀油跑量日降 67%

4 月 2 日，从素有西北油田“双大户”之

称的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获悉，一季度，

该区通过多项精细管理举措，使稀油跑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日均节约掺稀 20 余立方

米，降幅达 67%以上。预计全年可减少稀油

跑量 7300 立方米，节约生产成本 2190 万

元。

采油管理三区管理着塔河油区的 12
区 237 口油井的 105.06 万吨原油生产和集

输任务。12 区的原油属于超稠油油藏，开采

难度属于国外少有，国内仅有。每口生产油

井都需要掺稀油，才能正常开采生产，日均

稀油用量 7000 立方米左右。该区既是西北

油田产量最大的采油“大户”，也是稀油用

量最多的“大户”。因此，稀油的科学合理使

用，是该区效益开采及稳产的基础。然而，

由于受特殊油藏的影响，掺稀生产难以控

制，易出现掺稀跑量。即：过大或过小。过大

浪费稀油，造成开采成本增加；过小则造成

稠油上返及凝管。

为了有效改变掺稀量跑大，造成稀油

浪费的生产难题。一季度，该采油管理区技

术组人员，在总结以往掺稀跑量过大特征

及排除经验的基础上，在预防方面，分秒关

注计转站稀油数据，建立了一套实时稀油

差值监控报表，实现掺稀跑量常态化监管；

在处置方面，立足注重节点分析方法，快速

定位跑量的区域，再通过标定的方法，迅速

确定跑量单井；确保仪表维修人员及时明

确目标，缩短排查处置时间，减少了稀油浪

费，避免因稀油跑量过小带来的油井异常。

渊吕德群 胡 强冤

201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 编辑：刘晓琼 美编：张彤 ENTREPRENEURS' DAILY
6 管理 Management

以“深入推进管理创新，加快企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 2019 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

会 4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就新时期企业

转变经营理念与发展方式，推进管理创新实

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经验交流和研讨。

同时，发布和推广第二十五届全国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其中，一等成果 31 项、二等

成果 188 项，共 219 项。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在会上发言时表示，管理是企业发展

的永恒主题，企业只有科技和管理两手抓，通

过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硬实力，通过管理创新

提升企业软实力，才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

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

会主任邵宁希望广大企业依托不断改善的企

业外部环境，扎扎实实做好自身的经营和管

理，迎难而上，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同时举办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管理创新—新思

路、新方法、新经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构建数据驱动型管理新模式”等四场专题论

坛，邀请相关企业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当前企业管理创新中遇到的热电、难点

问题，分享不同企业的管理创新经验。

在同期召开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圆桌

会议”上，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朱宏任同受邀的民营企业家就民营企业创

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培

育和弘扬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作了深入的交流

探讨。

据悉，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自 2003 年

起每年举行一届，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全国性

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议，得到了政府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企业家、管理专家的积极参

与，在总结和推广新时期我国企业管理创新

经验、探讨企业改革和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传播国内外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渊中国新闻网冤

姻 石立斌 纪成

随着油田开发程度不断深入，注气三采

作业已成为油气生产提采增量的重要技术手

段。自 2015 年以来，西北油田不断扩大注气

规模，注气增油量逐年递增，仅采油三厂注气

井已到达 180 多口，注气增油占原油年产量

比重持续增加，由 2015 年的 6.07%上升至

2018 年的 13.94%。伴随注气规模的加大，注气

作业增量投入也快速增加，由 2015 年的 3098

万元提升至 2018 年的 6296 万元。

面对如此高额的生产投入，如何让投资

降低风险，获得更好效益成为管理者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实现原油降成本、高质量、高

效益发展，2019 年，采油三厂全力推进油气开

发全价值链管理，通过分析注气作业活动中

价值链各环节成本信息，进行成本体系管控

和优化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截至 3 月底，注

气作业累计增油 5.36 万吨，同比上升 18.3%；

同口径注气吨油成本下降 44.1 元 / 吨，同比

降低 12.4%。

源头把控增产量

“作为油藏开发的大脑，我们要不断提高

储量动用，从源头开始，通过强化地质选井提

高注气经济有效性。”采油厂总地质师刘培亮

在开发分析会上指明方向。

强化效益选井，技术人员通过地质潜力

和经济潜力双重筛选机制确保注气效果，全

面推行“从单井走向单元”的策略，有效扩大

井间剩余储量动用，同时采取大规模注气抑

制底水、补充能量，优化注气时机，持续提高

断溶体油藏开发效果。

根据油藏阁楼油分布的不同情况，技术

人 员 不 断 尝 试 创 新 注 气 模 式 ，在

TH10420X-TH10419 井组探索段塞式“短平

快”注气，减小注气量、缩短注气周期，使得该

井组注气见效快、效率高，目前日增油高达 26

吨，较前期提高 13%。针对类似 TP277H 井断

溶体油藏，停止自喷后优先考虑利用原井管

柱进行注气补压，根据注气压力尽量减少伴

水量，平均单井缩短开井排水量 12 天，大幅

提高了油井生产时效。通过对不同类型注气

井各项参数的精细化管理和全过程优化，截

至 3 月底，单元注气新增 5 井次，累计增油

1.93 万吨，同比增加 35.1%，注气有效率得到

显著提升。

过程创新降成本

“转变观念，主动作为，突出预算价值引

领作用，通过创新管理、技改革新让成本降下

来，效益提上去，把盈亏平衡点再降一些。”该

厂长任文博就如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

技术人员着眼技改创新，增效项目也如

雨后春笋纷呈。从注气准备到注气作业结束，

通过优化注气各环节成本，降低注气费用；通

过建立完善经济极限产量评估体系，精细论

证，优化注气检管次数。针对低压注水井、短

周期多轮次注气井和单元注气非生产井，取

消测吸水作业，节约泵车、水车费用；创新研

发应用新型抽油杆悬挂器，实现了不起杆、免

修井实施注气，一季度以来累计降本 123 万

元，预计全年可节约 550 余万元。

截至目前，该厂年注气井已达 180 多口，

注气采油规模在不断扩大。面对机抽井注气

时，需要上修井机起出抽油杆，工期长，成本

高的问题，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调研，合力攻坚

创新研制抽油杆悬挂器。通过设计特殊的

BPV 丝扣，能够将抽油杆牢固在油管挂内，有

效降低了抽油杆上窜导致的井控风险，可使

普通采油树集注气、机采两种功能于一身，避

免了注气时上修井机起下油杆，大幅缩短了

注气井口准备时间，减少修井作业次数，降低

了作业风险，提高了油井生产时效和注气井

控安全，单井可节约修井费用 15.4 万元，荣获

西北油田规模低成本工艺技术奖。

生产开发增效益

针对注气井开井后的生产运行及异常情

况，通过提前预判、及时处理，降低异常处置

费用、提高生产时效。采油厂以“源头预防、后

期控制”思路，对注气化学复合防治工艺进行

深度优化，

“我们买服务就是要买回技术，买回效

率，买到效益增长点，希望你们的服务满足我

们的需求，实现合作共赢。”在 TK845CH 油井

新型降粘剂试验现场，工艺人员对药剂效果

进行分析评价。

针对胶质沥青质析出和易乳化风险井，

在注气期间需要提前加注药剂，开井后连续

加药或周期洗井进行干预控制，确保油井连

续稳定生产。针对稠油注气井因气窜压力异

常升高，技术人员经过调研，引进撬装高压掺

稀泵代替常规泵车掺稀，通过买服务的方式

实现单井掺稀成本降低 40%。截至 3 月底，累

计实施注气化学复合防治工艺 12 井次，目前

已完成评价生产有效 5 井次，平均单井降粘

率 56%，实现平均单井无加药连续生产 38 天，

预计可节约费用 23.5 万元。

通过注气作业全价值链管理，采油厂已

初步形成了“以地质选井优化为基础，以全过

程成本管理为手段，重视全价值链统筹把控”

的管理模式，通过对技术、运行、管理、市场等

方面进行系统优化，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全面

提升油气生产的经济效益。

河南能源集团
鹤煤三矿雨季

“三防”无漏点
“雨季‘三防’是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

千万不可小视，大家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早

安排、早部署、早落实，严阵以待、严防死

守，确保矿井安全渡汛。”这是 4 月 4 日早

上，河南能源集团鹤煤公司三矿矿长王维

德在调度会上向与会人员提出的要求和希

望，也充分体现出该矿对雨季“三防”的高

度重视。

4 月份以来，该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针对近期雨水较多的实际情况，坚持“预防

为主、防重于抢、防治结合”的方针，积极采

取多种有力措施，时刻筑牢防汛安全大堤，

切实掌握防汛抗灾的主动权，全力保障矿

井的安全生产。

该矿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洪”的

思想，以雨季防洪、防排水、防雷电“三

防”为重点，认真结合矿井实际情况，设

立了雨季“三防”领导小组，明确细化各

项防范措施，严格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

及时修订和完善防汛工作预案。另外，该

矿制定出雨季“三防”奖罚措施，对雨季

“三防”领导小组及各防洪支队的有功人

员进行适当奖励。对违反规定和抢险救

灾不力、影响雨季“三防”工作开展的有

关人员予以通报批评、经济处罚，充分调

动广大干部职工抓好雨季“三防”工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该矿加大了对“雨季三防”的检查密度

和力度，认真查找井上下各类不安全隐患，

强化汛期值班管理，实行 24 小时值班，实

行全天候观察。坚持井上下巡视不间断，组

织力量对地面防洪沟、排水沟进行彻底清

挖，对地面防洪工程进行修建或加固，；加

强通讯系统检查维护，确保通讯畅通，建立

健全恶劣天气预警机制。同时，该矿修订了

雨季防雷电专项应急预案，进行学习演练，

着力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并在全矿

重点区域、关键场所备齐铁锨、编织袋、雨

衣等防洪材料，实行专库存储，专人管理，

24 小时处于临战状态，确保“雨季三防”工

作万无一失。 渊许宏勋冤

宿州市钱营孜矿奏响
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宿州市钱营孜矿

顺利完成安全产量进尺利润稳定“五大任

务”，实现开门红。据悉，钱营孜矿围绕皖北

煤电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

“规范运营、强基固本，稳内拓外、加快发

展”的工作主题，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坚持思路领航。该矿把安全高效、改革

创新、和谐稳定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确立了“本质安全、提升双效，精细管

理、和谐发展”行政工作思路和“1363”矿党

委工作思路，以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为契机，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文明实

践活动。不断强化形势任务教育，全面分析

宏观经济形势、集团公司发展战略及矿发

展现状，牢牢把握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带

来的机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攻坚克难。

强化安全管理遥该矿狠抓系统建设、安

全生产标准素质提升、自主管理、安全监

管、职业健康、班组建设等重点工作，保持

严管理常态化，防控零星事故发生。认真对

标《集团公司关于印发危险作业行为专项

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加大安全培训力

度，每周组织专题培训或专题警示教育，筑

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该矿为防止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作滑坡，对照标准找差距，组织

人员“走出去”，学习借鉴兄弟单位在安全

生产标准化创建方面的经验做法，补足短

板促提升；定期召开安全生产标准化推进

会，总结亮点、查找不足；严格考核兑现，强

化正向激励，激发活力，增强安全生产标准

化创建的行动自觉，筑牢安全生产基础，创

优安全生产环境。

深化改革创新。该矿把握重点，化繁为

简，全力攻克内部市场化改革瓶颈问题、管

理难点，抓好标杆区队建设，重点帮扶，示

范引领，分类推进，全面提升，使内部市场

化管理实现目标清晰化、流程规范化、价格

精细化、结算精准化、考核刚性化、专业模

板化。综合施策创效增收，以电厂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确保主产品

销售稳定；配合做好煤泥水、水洗矸石输送

电厂，增加煤副产品收益；加强煤质管理，

落实安监员“一岗双责”，严防杂物进系统，

运销科、调度所、地测科抓好日常检查，强

化源头管控，提升产品质量，实现提质增

效。3 月份销售商品煤任务 30.28 万余吨，

超额完成 2.28万余吨。

抓好和谐稳定遥以“严规矩、强监督、转

作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

动为契机，加大作风督查力度，对违反跟带

班、请销假制度的，进行通报问责。党员干

部认真开展自我批评；深刻反思工作中存

在的作风不硬、标准不高、工作不实、责任

心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执行力。该矿坚持超前预防，每月开展

职工思想调研，摸排不稳定因素，掌握职工

思想动态；加强对职工的法制教育，引导职

工合理表达诉求。维护职工核心利益，加大

落实激励政策，全力保障职工收入。加大精

准帮扶帮困的力度，让每个困难家庭享受

企业的温暖；塑造“心凝则荣”企业文化，增

强职工干事创业的激情。 渊孙建 吴琼冤

黑沟煤业精打细算
成本效益账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黑沟煤业从精益节

电控本环节入手，精准打好系列挖潜降耗、

节支增效“组合拳”，旨在精打细算成本效

益账，优化提升矿井经营管理质量。

针对锚喷巷道造价居高不下的实际，

该公司巧打支护材料价格差，详细了解、调

研沙子与粉煤灰之间的价格，为此他们购

进一定量的粉煤灰，制定二者互换可行性

方案，促进了矿井环境面貌朴素标准化整

治。

他们将控制成本的大头放在巷道施工

上，在回风下山、4408 运输巷至 4403 回风

巷、皮带下山 6-7# 联络巷等重点施工场

所，选择性推行差异化支护方式，月度投入

节约 15.4 万元；研究回风巷取消超前支护

试验，创新全锚索支护方式，巷道顶板下沉

量、两帮位移量、底板底鼓、整体成型等要

素控制理想，“一次成型”率扩大提高，失修

率明显降低，成本效益反弹。

“生产经营，说白了就是尽量少投本

钱、多点效益产出。大手大脚、人为浪费可

不行。”该公司机运工区班组长马胜全说，

“我粗略算了一下上月账单，仅回收 300 多

米旧皮带、复用成套风水管路就节省出 3.5
人次工资开支。”

他们还通过修订完善矿井材料消耗与

回收复用、维修费用支出、“四金”占用等内

部市场化绩效考核办法倒逼成本下降。今

年 1—3 月份，原煤单位成本控制在 190 元/
吨左右，同比降幅约 4.1%，同时，材料（维

修）费单位成本得到压减和降低。渊赵业勇冤

2019 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

价值链管理增效益 高质量发展上台阶
“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

在油田生产开发

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紧

紧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西

北油田在开发过程中主动作

为，提前谋划，全力推进全价

值链管理，从油藏开发源头、

改革创新攻坚、精细生产管

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不

断增强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本

领和能力。

4月 1 日，川煤集团广能公司绿水洞煤矿

采煤一队 3212（域）急倾斜综采工作面开采传

出喜讯，在 3 月份开采中突破 3 万吨目标，达

到 35083 吨，超出矿井下达生产任务 1.5 万吨

133.88%。

绿水洞煤矿 3212（域）采煤工作面为绿水

洞煤矿打锣湾背斜西翼，为单一煤层，无分岔

矸，平均煤厚 2.5 米；煤层倾角由北向南逐渐

增大，倾角达到 55毅—65毅，局部达到 78毅。工作

面走向长 550 米，倾斜长 110—140 米，可采

储量约 30 万吨。该工作面自去年 8 月上旬试

采以来，采煤一队职工在公司和矿井安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克服了工作面设备下滑、支

护困难、飞矸伤人等多种困难，在杜绝了轻伤

及以上事故、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的前

提下，月月超额完成矿井下达生产任务，为急

倾斜工作面开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收获。

采煤一队首先强化了作业规程、安全技

术措施的日常学习贯彻，确保人人懂规程、懂

措施，并严格按照规程、措施作业。“3212（域）

急倾斜综采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闪失，作为现

场管理人员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现场，

走进现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采煤一

队书记邓淞林常常这样告诫连队队管。

领导示范，是最好的管理。正是因为有了

采煤一队队管人员的严格管理和亲自示范，

采煤一队在 3212（域）综采攻关中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自去年 9 月通过公司验收以来，月

月超额完成预计生产目标，引来北京、黑龙

江、湖南、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的同行纷纷

前来观摩取经。

“绿水洞煤矿攻克的 70毅急倾斜中厚煤层

综采技术成果，其成效已超过了该矿 1999 年

大倾角综采技术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价值。”这是川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

宏年到绿水洞煤矿检查工作，再次下到 3212
（域）工作面中部现场视察后，对这一技术给

与的高度评价和赞颂。 渊李晓波冤

川煤绿水洞煤矿采煤一队月生产原煤 35083吨

自贡采气作业区组织开展输气管道业务外包巡线工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