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7 日上午，马钢炼焦总厂成功举

办了一次高炉煤气泄漏应急预案演练。演练

旨在突发高炉煤气泄漏时，全面提升员工应

急反应与处置能力。在应急指挥小组有效指

挥以及参演员工的默契配合下，演练取得了

良好成效，不仅增强了员工的安全生产意

识，使员工对应急预案的启动流程积累了更

多的实践经验，而且根据演习过程中出现的

实际问题和不足之处，对预案进行了修订和

完善，夯实了真正突发事故来临时的处置基

础。

此次演练以 2 号 35t/h 锅炉高炉煤气泄

漏为背景。当突发高炉煤气泄漏事故时，岗

位员工能迅速发现泄漏点，及时汇报应急指

挥小组和相关部门，并迅速穿戴好空气呼吸

器等安全装备进行应急救援处理，并根据泄

漏点大小和风向等确认高炉煤气的扩散范

围、做好危险区域警戒，进而科学有序地分

步骤做好后续各项应急应对举措。

图为参演职工在煤气泄漏现场全副武

装地进行模拟演练时的场景。

李开庆 夏霖 摄影报道

为避免盾构管片露天存放风吹日晒

影响质量，同时解决盾构管片现场存放

遮盖困难的问题，中铁十八局市政公司

北京地铁 17 号线 13 标项目部采用移动

式折叠防护棚，其优点在于遮盖方便、简

洁美观、经济实用，避免作业人员登高作

业，现场黏贴防水胶条及传力衬垫板不

受雨季施工和场地狭窄影响，该做法被

业主要求全线推广。不久前该项目部荣

获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授予的

“绿色文明工地”和“履约之星”称号。

图为建设者在地铁管片存放区采用

移动式折叠防护棚对盾构管片进行遮

盖。

伍振 张贵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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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开发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挖潜的

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资金的大量投入。投资

是否经济有效,能否在预期内回收,是每个油

藏和经济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更是开发决策者

关心的问题。推动采油气厂开展老区投资管

理职责调整试点，让采油气厂成为资源主体，

提升老区精益管理水平。”从今年 2 月份开

始，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率先在西北油田开展

投资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形成投资计划和项

目管理的建标、对标、追标、创标的良性闭合

管理，投资项目得到全力推进，已投产新井 48
口，建产 43 口，累油 10 万多吨。预计年度投

产 54 口，建产 48 口，累油 15 万多吨。投资下

沉背景下油田产能建设的加快，奏响了效率、

效益“当家”的主旋律。

“头三脚”踢出了“惊喜”

“新井一旦打不出油，几千万、上亿的投

资就打水漂了。投资改革就是要让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该厂厂长张炜说，“以后二厂的新

井从选井位一直到新井投产的所有环节，二

厂是投资的主体，全部由二厂承担完成。”

年初，投资下沉工作开始运行，采油二厂

管理层技术层更加忙碌。万事开头难。在分公

司的大力支持下，局投资试点驻厂服务组来

了，熟悉新井投资程序的人员很快到位。采油

厂成立投资管理小组，下设产能建设组、地面

建设组、经营管理小组 3 个专业小组，各项工

作有序展开，初步建立了适应采油厂的投资

运行体系，提升了产能建设的整体效率。

“新井上钻周期控制在 90 天以内。”根据

分公司要求，新组建的团队识别投资项目“并

行、串行、瓶颈”工序，短短一个月，新井钻井

准备阶段的 90 天标准工时制定出来了，基于

标准工序的进度控制标准建立起来了。投资

项目管理体系在无数次的会议、沟通、交流、

汇总、改进中构建起来了。

投资改革不是照搬照抄，要抓准契机大

胆改革优化。为此，该厂对照标准工序，实时

跟踪监控项目，针对超期环节，制定对策。他

们将环评准备环节前置，建立环评采用奖惩

机制，设置环评时间 30 天的奖惩标准，根据

第三方实际完成时间节超情况进行奖惩，有

效提升环评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串行工序。

“改革试点前这些工作都是局控项目，二

厂只是打配合，现在我们是主力，大家都感觉

到了压力。”该厂主管钻井副厂长董乃仕说，

“担子就放到你的肩膀上了，变压力为动力，

干就是了。”由于新井提前介入环评，大幅缩

短钻前施工周期，第四批（续）新井平均上钻

周期 92 天，基本达到计划目标，比第四批减

少 14 天，比历史水平节省 11 天，取得了较大

的进步。

新井从选井论证开始就是二厂挂帅，对

每一口井必须做到明明白白。厂院沟通，提前

对接侧钻井资料成为日常工作。对已部署的

侧钻井，采油厂提前排查井筒状况，包括套

损、落鱼、井口附件等，提前告知钻井所，在钻

井方案中充分考虑，并增加相应的处理工作

量。“这些提前量是改革以前做不到的，现在

捋顺了关系，二厂的心里明亮亮的。”该厂负

责投资下沉工作人员王磊说。

“庄家”有了“发言权”

投资改革试点的重点就是责任主体的变

化。采油二厂当上了投资的“庄家”，如何运作

发挥主导作用？如何用好“发言权”？

该厂专门在计划财务科设置投资项目协

调办公室，由财务、开发、生产等 6 名人员协

同作战，集中办公。“实现由成本管理向投资

成本一体化管理转变；由不管投资到三类投

资项目全过程管理转变；由单一专业管理向

多专业管理转变。”采油二厂按照分公司部署

定下了改革的主基调。

好事多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该厂构

建起投资项目管理体系，从源头优化方案论

证，在管控过程中提高运行效率，节约了项目

成本，有效提升项目效益。4 月初，一项《关于

建议取消 TH12505CH 井的专报》提交给了油

气开发管理部。这是该厂第一次使用“否决

权”。新井 TH12505CH 井是 2019 年第三批部

署井，归属《塔河油田 12 区西部奥陶系油藏

2019 年第一期侧钻方案》，部署目的是评价

12区南西部次级断裂储层发育和油气富集程

度。采油厂与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工程技术

研究院结合后认为：该井存在风险，建议取

消。

“以前这种布置新井的论证，二厂层面没

有参加决策的权力，只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基

础工作。”该厂总地质师杜春晖说。该厂财务、

开发、工程人员联合对该井进行源头优化方

案论证，预计钻完井周期 128 天，预计费用

2224.6 万元。“工程风险大，建井周期长、钻井

费用高。”该厂总会计师赵峰最担心的是投资

的收益。

该厂科研人员还认为，TH12505CH 井所

属次级断裂，井控程度低，他们还对比了邻井

TH12555、AD1OCH2 等井较差的投产效果，

TH12505CH 井产能不确定，考虑水平并后期

工程作业难度大，建议用直井评价该次级断

裂产能。

“发言权”变成了“决断权”，取消

TH12505CH 井的建议获得了通过。试点工作

以来，该厂共组织井位论证 8 井次，部署 3 井

次；取消井位 2 井次，有效避免了投资超预

算。此外，TH12518 井方案部署时进行了井型

调整，将可研 1 直 1 斜调整为水平井。该厂针

对性开展经济评价重新测算后认为，该井井

型调整后经济收益不达标。在采油二厂的动

议下，该井仍按原可研井型实施。

该厂投资项目繁多，要项项进行研究论

证，谁来牵线搭桥？为了全过程掌控投资项

目，采油厂建立投资项目运行监控日报表、投

资项目运行节点监控图、投资运行例会、投资

运行简报的“一表、一图、一会、一报”投资运

行监控机制，由计划财务科唱“主角”，负责组

织各业务科室全程在线跟踪，检查投资计划

执行和项目进展情况，对投资计划实施整体

控制、系统控制、关键节点控制，提高项目运

行效率。截至目前，该厂共计组织低产、低效、

停产井侧钻潜力排查，寻找潜力井点 16 口，

保证每一口井都进行经济效益论证，有油不

代表有潜力，有效益才有潜力。

“在研究论证阶段，必须要树立事前算赢

理念，突出价值导向，这才是改革试点的最重

要的环节。”赵峰说，“改革不能失去提效益、

节成本的最终方向。”

“芝麻开花节节高”

“采油厂主体责任得到落实，效益提升

了、成本节约了，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条

改革试点的路子走对了。”董乃仕这样评价。

为了适应投资下沉工作，该厂将原井下

作业管理部转为工程技术科，从完井测试管

理中心、石油工程监督中心引入钻井方面专

业人员 3 人。工作职能由只管老井向新、老井

全部管理转变；由只管生产阶段向建井、生

产、关井全生命周期作业管理转变；由修井专

业向钻井、完井、修井多专业管理转变。

调整优化后的管理职能的改变，激发了

围绕效益和成本的管理效能，管理的主动性

和目标性更加积极和精准。为减少后期钻井

套管治理费用，确保项目长期效益，该厂以标

准化作业工序为抓手，优化工艺设计，提高工

艺针对性和适应性。

为此，该厂相关科技人员进行了大量的

工作。针对 TH12518 产建、S94-1 产建、AD7
产建总计 16 口新井的加装气密扣套管方

案，合并产建方案一起出台。“预计投资 500
万元，较非气密套管 400 万元增加投资 100
万元，预测减少后期井筒治理 20 万/井次，

节省治理费用 320 万元。”该厂总工程师吴

文明说，充分考虑采油二厂的实际情况，更

考虑采油二厂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都让采

油二厂的决策层有了更大的格局和更远长远

目标。

根据实际生产特点，避免增加改建扩建

项目。在 2019 年的 4 个产建项目方案中，该

厂通过论证，设计单井注水“一管双用”工艺，

实现注采一体，减轻后期投入。“改建扩建都

要占用生产周期，对生产运行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投资费用要比一次性投入大。”该厂主管

地面工程副厂长靳永红说，现在是结合生产

通盘考虑，一次性完成，效率效益双丰收。“预

计实施后将减少区域内 59 口井的管线刺漏、

环保风险压力，减轻管线更换改造成本，提高

生产有效时率，实现了投资成本一体化的目

的。”

此外，在 12 区西部奥陶系油藏 2019 年第

一期等侧钻项目中，该厂还通过优化井筒处

理作业模式，提效降费。“采取侧钻井用修井

机处理井筒的作业模式，不需进行安评、环

评、林评、征地等前期准备，可直接上修处理

井筒，既节约钻井费用，又能提前开钻。”吴文

明说。

截至 11 月底，该厂共计完钻 22 井次，平

均钻井周期比设计缩短 12%。其中 TH12571
井通过提速提效方案，采用冲击射流+螺杆，

周期节约率高达 34%；TH123116 通过优化钻

头选型、泥浆性能及减少辅助台时等措施，实

际钻井周期较设计提前 18.79 天，周期节约率

高达 30.8%。

“亮眼抢手”的自制工具、“重获新生”的

机电设备、“废料淘宝”的岗位坚守……在山

东能源淄矿集团唐口煤业公司机厂里闪烁着

一群影子，这是该公司工会开展“比学习、比

技能、比干劲、比工作、比贡献”为主题“五比”

竞赛活动的缩影。

制作潮人———见立道

11 月 13 日，在该厂制作车间里，焊花四

溅，副厂长见立道手握电焊把正在制作铁锨。

今天他已制作了 13 把，都是其他工区预定

的。

作为分管制作车间管理工作的见立道，

他的一双手，始终不闲着。他利用车间里的制

作设备对废旧铁板进行加工，制作出了铁锨、

铁锹等劳动工具，不仅受到工友的青睐，并且

还成为了生产工区的“抢手货”。

“1 把新铁锨市场价格是 20 多块钱，而见

厂长制作的铁锨只有 10 块钱，非常划算。”综

掘二区工具员赵宪科说。目前已经“出售了”

50 多把铁锨。

见立道根据生产工区的“约请”，还制

作出了“万能”扳手、铁尺等生产工具 10 余

种，共计 30 余件，为该厂创造经济效益

4000 多元。此外，他所制作的劳动工具满足

了本厂的作业人员需求，又减少了向外采

购的数量，仅此一项，节省成本开支 3000
余元。

修复潮人———刘金龙

“生产设备或是配件出现损坏，首先会想

到是刘金龙……”该厂设备维修工翟刚说。

刘金龙是该厂的副厂长，职工都形象地

称他为“修复潮人”。今年 10 月份，从井下工

作面回撤的 3 台减速机需要大修，均有不同

程度的损坏，如果得不到有效修复，那么将进

行报废处理，每台新减速机价格近 10 万元。

面对如此高昂的费用，刘金龙主动承担

了这项修复任务。经过分析和研究，刘金龙根

据减速机的损坏程度，创出了密封结合面沟

槽修复技术，经过 7 天时间的修复作业，不但

让减速机“重获新生”，而且为公司省下了这

笔开支。

10 月份，刘金龙又主持修复了 8 根废旧

绞车主轴，节省材料费 4 万余元。今年以来，

他修复各类生产配件、设备 32 台，为公司节

省成本费用达 20余万元。

“淘宝”潮人———刘宝强

每天，在该厂废料堆有个提着塑料桶捡

拾的身影，他就是该厂再生资源组组长刘宝

强。

“捡拾废料是我的副业，每天对各工区上

交的废料中进行分拣，对有利用价值的进行

回收。”刘宝强说。

每天，刘宝强班组面对各工区上交的各种

废料，经过分拣后再重新回收复用，但仍然有

部分废料直接被扔到了废料堆。为确保材料

不被“流失”，刘宝强利用班后 1 小时间，他到

废料堆进行捡拾可回收复用的废旧生产配件

或其他材料。

刘宝强介绍，他每天能捡拾价值 100 元

至 300 元不等的废旧生产配件，没有不及时

拣选复用，那“废料”真成了废料，实在可惜。

据不完全统计，刘宝强每月从废料堆“淘宝”

来的材料，可为公司节省材料费 2000 元，一

年下来就能节省 2 万余元。

渊张继涛 高崇冤

细化施工管理，
建业主标杆工程

11 月 26日，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所

属的河南油建公司施工的九江库站隐患治理

项目安装工程一库区电缆铺设完工、工艺管

涵基础设施完工、消防工艺管线预制完成

80%。

据悉，该工程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

金鸡坡中石化华中分公司九江库站一、二库

区内，项目施工内容包括对一库区进行雨污

水改造，新建两座扫仓罐及配套设施；对二库

区进行消防管线、雨水管线和污水管线改造

安装，配套土建工程为罐区增加防渗地面，新

增防火隔堤及围堰、电缆沟及电缆井、排水沟

等。

由于工程点多面广、施工难度大、工期

紧张，加上库区不停产作业，对项目施工工

艺、安全管理要求极高。为确保项目安全顺

利施工，河南油建抽派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

员组成项目管理部，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

作，并采用项目责任承包管理方式进行工程

管理。

细化专业分工袁促进项目进度推进遥项目

部对业主下达的进度任务进行分解，针对难

点、重点、危险点提出合理建议与重点防御措

施，细化工作量、人员岗位职责，把各项工作

落实到人，每天完工后召开碰头会，总结当天

工作情况并就第二天重点工作进行安排、分

析、预案，严格卡准施工进度，有效地提高了

施工进度。

严把施工现场管理袁守好施工质量关卡遥
由于安全隐患工程对施工技术要求严苛，项

目部加强现场施工管理和质量管理，树立“工

程质保终身制”思想，做好各项技术交底工

作，培训 12 名监护人员，严把各施工点巡检

任务。项目部主动加压，明确一次探伤合格率

必须达到 100%，远超业主单位要求，在业主

单位的多次抽检中，均达到 100%合格。

加强安全监管袁做实标准化施工遥项目部

对所有员工实行强制安全培训并制定安全考

核奖惩措施，不断提高员工安全知识水平；在

库区显著位置张贴安全管理制度，做实讲细

班前安全讲评事项；实行施工点与库区软、硬

隔离，确保分区安全作业生产；建立分区预制

场地，对施工机具实行统一摆放、分类标识管

理，制作防雨棚、乙炔棚等防护措施，配备绝

缘钩、绝缘支架等，保证各项安全防护工作扎

实可靠；文明施工观念入脑入心，员工边干边

清洁打扫，确保施工场地干净整洁。

业主单位领导表示：“河南油建干活我们

放心，他们在现场标准化施工方面为我们库

区其他施工单位树立了标杆。” 渊王敬宇冤

当好“庄家”，让效率和效益“当家”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投资改革试点纪实

马钢炼焦总厂成功举办
高炉煤气泄漏应急演练

地铁管片存放区
移动式折叠防护棚真奇妙

近日，航天科工 203 所电磁兼容测试设

备研制团队受邀参加由航天科工和北京大学

联合创办的双创团队核心人才特训营，由资

深创业者及北京大学的创业导师亲临受教，

针对创业者的创业道路上需要及可能面临

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通过自成

体系的创新创业产业链，搭建了创新项目孵

化平台，帮助更多有想法的创业者释放自己

的“小宇宙”。在项目路演过程中，203 所电磁

兼容测试设备研发团队所研制的产品备受

关注，各位创业导师纷纷指出，趋于国产化的

研发思路将是今后企业创新能力的主导力

量。

我们处于一个完整健全的时代，时代赋

予我们更高、更具挑战性的要求，社会矛盾从

背景、学历、资源、人脉、资历转变为现今的知

识、创新、独立、个性、理想，更看重创业者的

领导能力和创业团队的创新能力，二者融为

一体才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先行动力。

企业体制改革的创新是国家在企业改

革、增强企业竞争力过程中需不断探索，大力

提倡的企业精神，将体制内可转化的优秀技

术应用于更旷阔的市场，建立更利于社会需

求的改革体系，将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

确导向，同时也会成为造福社会服务、解决民

生问题的“手术刀”。

体制改革创新的过程任重而道远，构建

目标式的创新机制，机会式的创新理念，以客

户需求为主体的创新基础，实现现实竞争力

向未来竞争力的转化，企业才能在激烈竞争

的环境和趋势下自强不息，实现企业的战略

目标，成为行业内的发展之魂。 渊唐元贵冤

注销公告
四川非凡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MA6C76BR4U）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清算组由贾凤
超、刘函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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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路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343095902K） 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两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09000490820）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清算组由胡进、杨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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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四川汇铖峰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MA6CDBWB3J） 股 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伍佰万元减少至伍拾万元人民
币。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惟你明星婚庆策划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7350619305Q）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清算组由邓诏元、徐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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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宇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8394484131
G）经股东决定注销，清算组由
马林霞、何明军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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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博诚创展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3E199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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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四川众成四海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MA65NKHC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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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成都亨丰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2NAG63Q)经股东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218
号 2 栋 9 层 916 号申报债权债
务，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销公告
成都富鹏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3EJ52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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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华身份证号 510106198303
211412 符艺琼身份证号 5130301
98810101821 购葛洲坝成都紫郡
蘭园 19-1-503 号楼购房收据

（ 收 据 号 码 0046914， 金 额

1542840 元整）遗失 ，声明作废。
●双流万达开具给郑章红履约
保证金 0005445 金额 24729 元，
物业费保证金，质量保证金，pos
押金 0001826 金额 44674.80 元，
原件遗失作废。

●宣汉县南坝车站爱婴阁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作废（许
可证编码 JY15117220024105)
●成都三固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章蓝曼（编号：51010000799
52）遗失，声明作废。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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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代理机构：成都锦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怡海广场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东华假日酒店三楼豪华宴会厅Ⅰ公开拍
卖下述标的：

展示时间院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止。展示地
点院标的所在地。有意参与竞拍者应不迟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将对应标的的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并携带汇款凭证和有效
证件到深圳市南山区怡海广场东座 22 层 2207 办理相关竞买手
续。开户行院 浦发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账号院9126 0154 8000
02363；开户名称院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备注：如果上述
标的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0：00 拍卖成交，则本场拍卖会自
动取消。）详询电话院尹女士 13366241311 周先生 139 1122 3393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深化体制改革 创新力量先行

唐口煤业公司机厂：闪光的“三颗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