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 日到 7 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公司重庆气矿永川采输气作业区采取“生产

组织、营销管理、管道巡查、岗位值班”四到位

做法，累计销售天然气 795 万立方米，保证了

重庆市渝西地区国庆期间用气市场的安全稳

定。

作业区针对 69 口气井 1 月至 9 月的生产

情况，提前组织生产技术室对丹凤场、花果山

等气田进行重点分析，强化丹 7 井中心站等

外围气井生产油套压数据变化跟踪，做好动

态分析。同时，抓好黄瓜山气田首口深层页岩

气井黄 202 井的生产，及时处理生产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确保了气井的安全生产。目前，

该井的日产气量每日仍稳定在 7 至 8 万立方

米。

进入 9 月以来，作业区根据 24 个直供用

户的现状，强化了月度天然气销售分析和月

度销售滚动预测，开展对辖区天然气市场需

求、用户结构、工业园区规模、用户满意度的

调查。同时，通过实际测算，明确配气站输气

压力运行参数的“上下限”，确保高低峰时段

压力调配。与西南管道局、输气管理处两家单

位进行气量协调，保障了国庆期间的供气正

常。

油气管道保护班的 23 名员工承担了 853
公里管道巡护任务。国庆期间，面对 7 处管道

高后果区、第三方施工的情况，采取“物防”管

现场、“技防”控风险的措施，巡管工与巡管员

协同“作战”，对巡管工巡线质量、第三方动态

施工点进行 24 小时监控，杜绝了第三方施工

点的隐患发生，确保了管道的安全运行。

作业区 3 个中心站的值班员工在集中观

看国庆阅兵盛况的同时，严格遵守《反违章十

条禁令》，按时巡查、录取生产数据和开展设

备维护保养，想方设法确保设备设施的正常

运行，3 个中心站巡护班仅 10 月 1 日至 7 日

维护保养外围井口装置、无人值守站的设备

达 30 余处，有效保障了外围气井的正常生

产，向祖国 70 华诞献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祝

福。 渊李传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国家重

点工程银（川）西（安）高铁建设的决战决胜

年。为确保按计划完成银西高铁工程施工任

务，承建银西高铁甘宁段 2 标全长 21.09 公里

工程的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银西铁路项目部，

除 10 月 1 日上午组织员工集体收看中央电

视台直播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活动盛况之外，他们主动放弃国庆节长假

休息的美好时机，坚持节假日期间项目部、工

区、施工队各级领导轮流在工地值班、各级安

检员、质检员、技术管理员随时跟踪在施工现

场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制度，带领参建员工

们拼搏奋战在施工现场，强化安全、质量和进

度，严密组织，科学施工，使上阁村隧道全长

6782.45 米工程（银西高铁Ⅰ级高风险及头号

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宁县火车站等各项工程

施工安全优质稳步推进，为银西高铁 2020 年

建成通车创造有利条件。

图为国庆节期间无砟轨道整体道床施工

队在施工。 黄泽继 罗国彪 摄影报道

一年一度的“十一”国庆节长假期间，很

多人在出行旅游中放飞心情、饱览祖国壮美

河山，可在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西区装

卸车间，广大职工放弃长假，坚守工作岗位，

为临选厂的安全生产默默奉献在生产一线。

李国庆院野在岗位上过生日袁 特别有意

义浴 冶
卸煤班组承载着入厂原煤的清卸，每天

的卸煤量在 450 车以上。为保证国庆节期间

的原煤正常洗选，卸煤各个组的男职工们全

部坚守在岗位。“卸煤一道孙疃矿来煤 41 车，

火车头到位后开始带卸。”“卸煤五道绞车设

备完好情况已确认，各项正常，拉风推闸完

成，9:20 开始卸煤。”这是卸煤组长李国庆发

在车间微信生产群内的两条信息。其实，十月

一日这天，也是李国庆的生日。熟悉他的同事

和他打着招呼，“国庆，今天是国庆节，也是你

的生日，也在岗位加班啊。”“是的，国庆节与

班组职工一起坚守岗位，在岗位上过生日，特

别有意义！”生性开朗的李国庆爽朗地说。国

庆节当天，该车间共有两名职工在岗位上与

祖国一起过生日。

张觅院野在国庆节期间加班比平时都责任

重大遥 冶
原煤班负责将火车皮中清卸的原煤用皮

带输送到各个原煤仓内，以供洗选。原煤班点

多面广、战线长，每吨原煤都要经过受煤坑皮

带、手选皮带、溜槽、破碎机等设备工序后才

被输送到配仓。青工张觅上班十年来，国庆期

间只要有他的班，必定坚守在岗位。问他国庆

节在岗位加班什么感觉？张觅腼腆地说：“感

觉在国庆加班比平时责任重大，在举国欢庆

的日子里，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安全事

故的发生，影响了欢乐祥和的氛围。”白白净

净、细细高高的张觅，说话略腼腆，但是心和

人一样却是很细的，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

现场经验，班组同事们都比较欣赏张觅对安

全的警觉性，给他冠以“安全明星”的称号。

赵海芳院野国庆节期间更要保证精煤的质

量遥 冶
装车班负责将精煤装车后发给客户，同

时输送精煤到焦化厂炼焦。他们主要是清理

火车皮、处理车门、装车等工作。特别是清理

车厢内的杂物，劳动强度大，需要用扫帚将杂

物一车车清扫干净后才能装运精煤。大到成

堆的杂物，小到一个塑粒袋、一个烟盒、烟头

或一把稻草，都要清理干净。女党员赵海芳，

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凡是她清扫的车

厢，坚决做到车底、横梁、车帮无杂物，厢体无

悬挂物，确保精煤装运过程“零污染”。她擦着

脸上的汗水说：“国庆节期间更要保证精煤质

量，一旦客户在国庆节投诉，我们临选精煤的

品牌就受到影响，损失就大了。”

尹建东院野设备正常后再请假陪孩子出去

玩遥 冶
机修班负责车间生产设备的完好维护，

及时焊补因锈蚀洒煤的设备，为装卸车间设

备的健康运行作出了贡献。班长尹建东是一

名 80 后，自进入临选厂后，一直从事机修工

作，每天一身煤灰、汗水地带领着班组成员忙

碌在厂房内。他勤快、肯干活，踏实、稳重，是

经过班组成员公推公选的班长，又是一名技

术精湛的电焊“工匠”，特别是重要、特殊的维

修、焊补工作都是他亲自操作。原本答应双胞

胎儿女国庆节期间带他们去青岛海洋世界玩

玩的，可一想到近期厂房几处设备在隐患排

查中发现钢板被刷薄，有可能被刷烂的危险，

尹建东便计划在国庆节期间逐步对设备焊补

钢板。面对妻子的埋怨，尹建东安慰着说：“等

设备正常后，请几天年休假再陪孩子出去

玩。”

张小苗院野让厂房也干干净净的过节浴 冶
虽是国庆节，生产辅助班的职工们还是

早早来到岗位上，对厂房各岗位地面、皮带走

廊、窗户、暖气片、管道等设备设施清扫除尘、

洒水、亮化。女职工张小苗身材瘦小，但很能

干。十一这天，她早早地就在精煤仓下挥舞着

扫帚清扫着地面，很快脸上便挂满汗水，但她

全然不顾，依旧挥舞着扫帚。她说：“国庆节厂

里虽然不检查，但是地面卫生也要扫一遍，让

厂房也干干净净地过节！”在生产辅助班和车

间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六七两个月，

车间安全质量考核取得全厂第一的好成绩。

国庆节期间, 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

奋战在生产一线的职工还有很多，他们用辛

勤的汗水点缀国庆美好的同时，也用勤劳的

双手证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渊肖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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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强 吕德群 文／图

国庆长假，中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干

部职工国庆长假坚守岗位，把对祖国的热爱

化为夺油上产的实际行动，用辛勤的汗水谱

写了一首唱响祖国生日的颂歌。

1 小时恢复 10口油井生产

“梁主任，不好了，远程监控显示：10 口电

泵井突然停机了。”10 月 1 日 10 时许，采油管

理三区调度裴亚军急忙向生产安全运行中心

主任梁洪云汇报。

梁洪云得知情况后，立即启动了高压电

闪停应急预案，安排调度查明闪停线路，安排

监控查看影响油井，组织四路抢险小组后，向

经理何强进行了汇报。

转眼间，抢险小组成员一个个快速跑到

了调度室集结,及时进行了分析判断，经核实：

TS-11A/T 四联变-6S/TA-6S/TA-3S 线路闪

停，造成 10 口电泵井停机。

“时间就是产量。10 口电泵井日产原油

308 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开起来，我们分头

出发。”何强立即进行了分路线、分井恢复生

产。

抢险小组兵分四路向各自要恢复的油井

进发。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后，按照恢

复方案忙碌起来。

20 分钟后，运行调度传出 TH12567 井和

TH12253X 井率先恢复生产的好消息。此后，

一个个恢复生产的声音不断传出，最终 10 口

停井，在 1 小时内全部恢复了生产。

由于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把高压电闪停

影响产量降低到最低点时，抢险人员脸上都

露出了笑容。

“这会儿，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庆典，场

面肯定雄伟壮观。”梁洪云看了看手表说。

“今天，虽然错过了观看国庆庆典直播，

但我们坚守岗位复产，也非常开心。”抢险小

组成员郑基银自豪地说。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

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坐在归队的车里，

梁洪云情不自禁地唱着，郑基银跟着唱了起

来。

17 小时解除油井高压风险

10 月 1 日 15 时许，采油管理二区

TH10348 井注水后，出现异常，油压、套压快

速持续升高，油压达到 24.5 兆帕，套压达到

28.1 兆帕。

油井的压力接近井控的危险压力，这可

不是件小事。采油管理二区副经理袁军迅速

赶到井场，一边研究方案，一边指挥运行中心

调度人员在现场采取措施。

15 时 30 分，生产运行中心主任王江兵、

调度员乔卫鹏带着泵车、盐水罐车赶到井场，

开始用盐水预压井措施。

19 时，经过 5 个小时的压井措施，压力仍

持续上升，已达到 34.8兆帕。

这时，王江兵通知调度仝保强，安排吊

车、板车，准备一套临时生产流程，做好泄压

准备。

20 时，夕阳的余辉渐渐暗淡，天色渐渐变

黑，蚊虫肆虐。现场每一个人脸上被蚊虫叮咬

的都是红包。但他们全然不顾忙着观察压力，

研究对策，切换流程，眼睛紧盯缓慢间歇泄压

的压力表。

袁军与王江兵一起研究另一套方案，根

据压力趋势，制定了套管泄压到 31耀32 兆帕

后，用 3.0 毫米油嘴反循环压井的方案。

隐患就是定时炸弹。压力揪住每个人的

心，几个人连续奋战在井场。

次日 7 时，压力逐渐降到 25 兆帕。

7 时 30 分，开始实施循环压井，几个人分

工轮流值班持续压井。8 时许，套压降至 20 兆

帕时，开始缓慢下降，在场每个人顿时兴奋起

来。

袁军伸出拇指说：“兄弟们很给力，辛苦

了，咱们用这种方式庆国庆啊！就是向祖国母

亲献出的最好礼物。”

看着正常注水的油井，大家忘记了一身

的疲惫。

夜战两处管线穿孔

“管线下面有水印，可能是管线穿孔了。”

10 月 5 日 19 时许，采油管理二区巡井班班长

刘季和巡井工荆书全，在 S99 至中间站巡线

时，现场发现 S99 至中间站注水管线垄上有

水渗出地面，判断是 12 区总注水管线穿孔。

刘季在第一时间上报管理区生产安全运

行中心。

20 分钟后，采油管理二区经理李安国、生

产安全运行中心副主任谢祖强带着抢险人员

刘强、石虎赶到现场。

李安国和谢祖强对现场进行勘察后，立

即联系二号联停止输水。而且，组织集输和采

油人员准备现场安全防护用具及周边警戒，

通知施工单位带挖掘机及时到现场处理。

塔河秋夜，天空中挂着一轮弯弯的月牙，

还飘着层层薄云，如烟似雾。在防爆灯的光照

下，抢修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23 时 30 分，当穿孔处挖好开后，刘强和

石虎对管线漏点作了清理。由于穿孔处在管

线的下方，施工困难。两个人俯下身在穿孔处

先“套袖”后打卡子。

塔河油区的秋天，蚊虫肆虐。夜里，蚊虫

更是猖狂朝着防爆灯亮汇聚，蚊虫隔着工装

咬人，犹如针扎一样疼痛。

利用 10 多分钟的时间，刘强和石虎快速

把穿孔处的卡子打牢了。经现场试压合格后，

李安国当即通知二号联供水。

待供水正常后，当他们放心地离开现场

时，李安国的对讲机响了起来，电话里说：中

间站西 350 米处外输气管线也穿孔了，亟待

处置。

“兄弟们，还有一处穿孔等着咱们去干

呀！有没有信心？”李安国鼓劲儿说。

“有！”

众人响亮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中……

10—4 计转站员工认真巡检。

国庆节，在岗位祝福祖国
———中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国庆长假夺油上产侧记

连接罐车和油井管线，准备注盐水压井。 更换抽油杆。

6—2 计转站员工刘海峰和牛瑞霞在认真巡检。

国庆节，
我们始终坚守在岗位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永川作业区国庆安全供气 795 万立方米

银西高铁建设者用实干献礼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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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代码：92510104MA62M2
BB5W)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遗失作废。
●冯俊萍身份证号：513021199
210307445 造 价员 证 书 编 号：
川 140A18138 遗失作废

●成都亚泰投资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8693692694N） 遗失
作废。

变更公告
成都德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
在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法人
及股东。将原法人李朝其变更
为现法人姚军，原股东李朝其、
唐素英变更为现股东姚军，肖
英。自公司变更之日起变更前
的债权债务由李朝其、唐素英
承担。与变更后的公司无关。特
此公告。
●成都瑞鲲广告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101090
00333946）；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副本（税号：5101097854170
2-4）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英康惠民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5343139370N）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金牛区首肯美发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0169591
5）遗失作废。
●成都英康惠民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遗失备案通知书：（青羊）
登记内备字[2017]第 025390 号，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鑫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0105000365181）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雨帆百川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四段 108
号 1 栋附 22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2019 年10 月 10 日
●注销公告：成都艾米克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MA6A5999XK）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扬帆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注 册 号 5101082007791）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理
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相
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四川日欣月亿贸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5722652588）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东祥保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1R8L
G2G）经股东会决定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
少至 58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健驰商贸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CU1793Q， 经 营
者：何玲远）遗失作废。
●四川永伟翔建材有限公司，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登记
编号：川蓉武危化经字【2018】
00171 号 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成都市郫都区琪兰
欣顺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1012400994
96，遗失作废
●成都市时代明扬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双楠支行的支付密码器编号：
0341109327 遗失作废
●四川蓉城逸家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6MA6CR2M
R2K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冀都远航商贸
有限公司股东会已决议解散公
司，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
区韦家碾一路 2 栋 7 楼 9 号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冀都远航商贸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19 年 10 月 10 日

●成都清松商贸有限公司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
JY15101240099994，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慧洪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
号：510106000097823）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四川遐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
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西南交
通大学创新大厦 2202 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2019 年10月10 日

注销公告
成都兴云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
MA6CEKAA5X）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庭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A
6AGGP66K）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公告：车牌川 L80738,营
运证（证号：0080441）遗失，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纳德融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669694526Y）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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