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郭闻风 刘
芳）时至仲夏，烈日炎炎，位于滹

沱河畔的华北油田采油三厂油

区，红工服鲜艳夺目，干部员工

挥汗如雨。截至目前，采油三厂

原油平均日产3129吨，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7.8%，原油生产21

年持续稳产百万吨。

“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

易。”采油三厂厂长李金永说。

今年，采油三厂面临着产量任务

指标增加和成本费用需求增加

的双重压力，干部员工发扬担当

精神，持续深化精细研究，加大

简政放权改革力度，创新绩效考

核政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

往一处使，为实现“低成本、高质

量”释放出强大的发展动能。

已经进入开发后期的采油

三厂面临着整装效益区块难寻、

资源劣质化趋势难以逆转、老油

田挖潜难度日益增加等现实困

难。但他们勇担重任，创新思路

方法寻找新资源。该厂地质技

术人员通过不断探索，形成“油

藏单元”分析法。近3年在大王

庄、留楚、河间等高勘探开发程

度的老区取得突破，新钻井257

口，为老油田发展打开新天地。

通过强化中深层整体再评价，大

王庄油田实现规模增储建产。

2018年以来，大王庄构造带以

中深层为目标层，部署井位18

口，老井复试28口，中深层具备

了“满洼含油”的潜力趋势。

在武强断块，研究人员构建

了“小断块+短牙刷”油藏模式，

将小断块劣势转化为增储建产

的优势，提交了新的储量。

一项项勘探发现和成果，夯

实了百万吨稳产基础。到6月

底，累计措施增油35115吨。

围绕“注上水、注够水、注好

水、精细注水、有效注水”主线，

该厂持续完善注采井网及层位，

加大分注重配力度，积极探索水

压增注、精细注水调配等工作，

夯实了油田稳产基础。其中，河

间东营组通过东部水井大修、西

部调驱，日产油量重上200吨，

油藏开发效果显著。

对于长停井恢复工作，该厂

做到“一个清楚”，清楚地下潜

力，确保恢复效果；“两个结合”，

与产能建设、水井治理双结合，

形成注采井网突出规模效应；

“三个优化”，综合考虑地质潜力

及恢复顺序优化地质方案、仔细

论证提高恢复成功率优化工艺

方案、严控成本精简流程优化地

面方案，并实现压裂工作“四个转

变”。打出油井压裂、恢复、提液

等长停井治理“组合拳”，取得良

好增油效果。今年以来，共恢复

长停井25口，累计增油5142吨。

技术为开发工作添“新

翼”。采油三厂在推广试验效果

较好的智能控水、负压射孔、剩

余油饱和度测井等技术的同时，

积极引进二氧化碳吞吐、减氧空

气驱等新技术，并“因井制宜”

“对症下药”，确保新技术为开发

工作保驾护航。今年共实施二

氧化碳吞吐措施11井次，开井

11井次，累计增油289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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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用电负荷加大，大唐国际陡河发电厂加强设备隐患排查和应急管理，以思想认识到位、安

全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确保安全稳定生产。图为员工正在排查设备。 于宝良 殷悦 摄

本报讯（通讯员曲志新 冯
金涛 李健）今年以来，开滦范

各庄矿业公司党委进一步深化

党员责任区和党员示范岗创建

活动，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在企业改革发展、战胜困

难挑战、服务员工群众等方面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基层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

度融合，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该公司党委将政治意识

强、党员作用显、安全生产佳、

工作成绩优、群众反映好作为

党员责任区创建标准。要求各

党总支、支部以党员为主体，根

据党员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确

立责任区域，引导党员在生产、

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工作中充分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他

们明确规定党员责任区内员工

总人数在10人以上，党员所占

比例不能低于60%，并明确创

建工作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明确党员示范岗创建标

准。该公司党委要求各党总

支、支部以单元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在岗位上展现良好

形象、在实际工作中创造佳绩

为总体要求，以党性修养好、工

作作风正、工作质量优、创新意

识强、群众威望高为标准，对党

员示范岗创建工作进行严格把

关。

该公司党委加强对党员责

任区和党员示范岗创建程序的

规范化管理，要求各党总支、支

部制定创建工作规划，公示预

创建对象基本情况；要求创建

对象公开创建标准、创建承诺，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他们要求

各党总支、支部加强创建工作

考核，督导创建对象严格按照

创建标准加强日常建设与管

理，创出特色、创出成绩。同

时，他们对照相关标准，对创建

活动进行考评验收，并定期复

查，对于未达到复查标准的党

员责任区和示范岗，及时取消

其资格，并进行摘牌处理。

本报讯（记者信贺
宁 通讯员陈晶 杨帆
高巍）“使人成熟的，不

是岁月，而是经历。”对

刘啸颖来说，将近一年的支教生涯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

宝贵经历。

去年9月份，作为一名“三支一扶”志愿者，刘啸颖来到

承德市上板城镇西大庙小学。在经验丰富的前辈指导下，

她逐渐认识到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一次次实战中不断

丰富自身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

刘啸颖告诉记者，作为教师上的第一堂课是给二年级的

孩子们讲《曹冲称象》。“这节课准备了近一周，看各种优秀教

学视频、自己制作课件、一遍遍试讲……讲课当天，看着讲台

下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睛，我没有紧张，只想把自己所学全

部传授给他们。”

“看着孩子们茁壮成长，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满足。”

刘啸颖说。今年，她开始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及语文学科

的教学工作，为做好班级管理和教育教学，她主动利用课上

课下时间了解学生，并通过与其他教师沟通的方式了解学

生的以往表现，以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同时，加强自身学

习，除了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和学科知识外，经常利用空余时

间请教和观摩其他老师的教学活动并学以致用。

刘啸颖每天都会写教学日志，记录教学过程中发现的有

价值的东西，找到自己工作中的优势与劣势，从而找准突破

点，尽快提升自己各方面能力。“我希望未来可以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人民教师，用心用力浇灌好每一粒种子。”

三支一扶在基层

刘啸颖：
用心浇灌每一粒种子

开滦范各庄矿力促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

盛夏的清晨，天气晴朗，早

上5时许，韩旭就起床了。怕吵

醒妻子和儿子，他干什么都小

心翼翼。

这段时间因为工作任务重，

韩旭每天提前1小时起床，准

备当天下井勘测所需的资料，

并为妻儿做一些可口的早餐。

韩旭的家不大，装修风格

简单大方。客厅电视橱的左边

放着妻子王文琴所获得的技术

比武状元奖杯，格外引人注目。

韩旭经常拿这个奖杯督促

儿子：“你看，妈妈多优秀，她可

是咱们的榜样！”王文琴鼓励儿

子时却说：“你爸比我获奖还多

呢，现在还总看书，特别有上进

心，咱们都得向他学习！”

韩旭和王文琴结婚 16年

了，夫妻都是开滦吕家坨矿业

公司员工。丈夫是地质测量

员，妻子是事务员，两人都获得

过技术比武状元称号，被工友

称为“状元夫妻”。

2002年，王文琴经人介绍，

认识了维修电工韩旭。认识不

到一个月，王文琴就被韩旭身上

那股努力上进的劲头打动了。

那时，他们约会最爱去的

地方就是单位图书馆。管理员

回忆，那时他俩几乎天天泡在

图书馆里。经过1年的交往，两

人于2003年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祥和。

结婚后第4年，吕矿公司招

募员工去辽宁省阜新煤校地质

学专业进修。“当时心里特别纠

结。”韩旭回忆，孩子还小，去进

修，就要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情交给妻子；可又希望趁着年

轻多学本领。

王文琴特别理解和支持丈

夫。在妻子的鼓励下，韩旭向

公司提交了进修申请。

进修期间，寒暑假是韩旭

最期待的日子。放假前，他早

早买好火车票，准备好送给妻

儿和双方父母的礼物。王文琴

也盼着丈夫早点儿回家团聚。

进修归来，韩旭多项地质

研究成果获得集团公司和吕矿

公司各类技术奖项，并沿用至

今。2016年，韩旭获得吕矿公

司地质测量专业状元称号。

多年来，王文琴也是不断

刻苦钻研和学习，先后到吕矿

公司培训中心、人力资源部、制

修厂工作。“王文琴好学，业务

能力突出。”制修厂党支部书记

郑昌青说，2016年，她在首届开

滦职工技能运动会上获得了计

算机操作员初、中级组比赛第

一名，给员工树立了榜样。

在准备比赛的那段日子

里，王文琴总是和孩子一起学

习到很晚。孩子在写字台前写

作业，王文琴就靠在孩子后面

的床上看书。韩旭笑着说，为

避免“不合群”，他做完家务，就

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床边，捧

着书研究业务。

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

承载了一家人的梦想。他们互

为榜样，互不打扰，默不做声，

心却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爸妈都是煤矿工人，工

作特别辛苦，心疼他们。”韩旭

15岁的儿子韩沂城说，他很爱

这个家，现在家里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争

取考上理想的大学，送给爸妈

一份最好的礼物。

在平静祥和的日子里，一

家三口仍旧在用“互为榜样”的

方式守护着纯朴家风。

本报讯（通讯员曹磊）连日来，河间市遭遇持续降雨天

气。为防止恶劣天气引发电网设备故障，河间市供电公司迅

速落实电网防降雨各项措施，全力以赴，确保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客户可靠用电。

该公司组织各生产班组全面、客观分析当前的电网运

行特点、负荷变化和恶劣天气等因素对电网有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响, 加强设备和线路的特巡，并根据线路本体运行

情况和负荷状况，重点加强对线路各连接部位的检查和测

温；再次对线路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理，严防树木倾倒或者

农田塑料薄膜挂线造成设备跳闸。同时，加强恶劣天气期

间应急值班工作，严格遵守重大事项汇报制度，发现险情及

时汇报，并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抢修队伍24小时保持通讯

畅通，确保人员迅速准确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及时检查应急

装备、物资，确保其时刻处于待用状态。

河间供电积极应对降雨天气

本报讯（通讯员刘建峰）武强县供电公司坚持每月开展

形式多样的客户走访活动，加强夏季安全用电。定期到辖区

内的客户那里“转转”，已成为供电员工的习惯。通过定期走

访，拉近了供电企业与客户距离。今年以来，该公司已走访

客户223家并发放《客户征求意见卡》，针对客户意见，进一

步对优质服务进行整改提高，取得了客户对优质服务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

武强供电走访客户解难题

桃城供电全力推进“煤改电”供暖
本报讯（通讯员李乐）近期，衡水桃城区供电公司积极推

进“煤改电”供暖，打赢“蓝天保卫战”。该公司进一步精简办

电手续流程，实行营业厅“一证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服

务，客户经理全程代办，实施报装流程“串联改并联”，上门指

导客户通过“掌上电力”“电e宝”手机App和95598网站等

线上渠道申请、办理业务，实现“最多跑一次”目标。

一对夫妻俩状元 互为榜样十六年
□ 通讯员 李洋 张婧

华北天然气管道滨海至黄骅段及定兴至霸州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现将项目的有关

信息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线路工程包括2段管线，线路总长度约113.2km。

其中，定兴至霸州段管道起自定兴分输站，经定兴县、高

碑店市、固安县、霸州市，终至河北省霸州市霸州分输站，

长约89.3km，新建站场2座、阀室4座；滨海至黄骅段起

自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南侧向南至河北黄骅后向西侧沿

捷地减河敷设至北新立村北，线路全长23.9km。管径

1016mm，设计压力为10Mpa。工程计划于2019年开

工，2020年底建成。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旷世国际A座1904

联系人：任先生

邮箱：renag@cnooc.com.cn

电话：022-2580672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方式

公众可登陆河北经济网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网址

为www.hbjjrb.com。公众也可向建设单位或者评价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五、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河北经济网下载公众意见表。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邮寄、传真等方式与建设单位

联系，提交公众意见表。

七、征求意见起止时间
2019年6月28日起，不少于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中海油华北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华北天然气管道滨海至黄骅段及定兴至霸州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本报讯（通讯员赵建）开滦

物资分公司紧密围绕“保供应、

强管理、降成本、增效益”工作主

线，积极主动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落实，最新统计，利润总额比预

算目标减亏368万元，费用总额

比预算目标降低417万元，全面

完成年初预算分解指标，顺利实

现“双过半”。

物资分公司党委充分发挥

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政治作用，坚持把关定向，紧

密围绕工作主线，大力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党内

创先争优活动，持续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形势任务宣教活动，

为全面完成经营任务目标提供

坚实的思想保障。

以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化动

态达标水平为重点，不断提高安

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加大重点部

位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及时消

除各类隐患，为实现“双过半”目

标奠定坚实基础。

积极应对、主动作为，从全

面加强物资计划管理入手，不断

加强业务人员技能培训，提升物

资采购计划编制效率和质量。

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拓宽供货

渠道，加强重点物资到货的调度

督导和调剂利用，保证了木材、

钢材、水泥等大宗物资的供应，

确保采、供、需各环节紧密衔接。

强化经营管理，扎实推进降

本增效。严格落实费用管理制

度，实施薪酬计提与压减费用挂

钩考核，加强用工管理，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扩大代储代销品种和

规模，通过优化储备结构、平衡利

库等措施，减少储备资金占用。

开滦物资分公司
实现任务指标“双过半”

华北油田采油三厂

稳固勘探成果夯实稳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