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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达卡时间下午 6：30，BGP 与孟加拉国

BGFCL 公司就 TITAS 和 BAKHARABAD 两个气田

的地震资料再处理及资源评价项目完成合同小签，

正式合同签订择日举行。

自 3 月中旬开始，泰国项目部协助研究院，积极

推动和参与孟加拉国 BGFCL 公司两个气田的地震

资料再处理和资源评价项目投标工作。历经 6 个月

投标、答疑和沟通，BGFCL 公司对 BGP“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团队素质，技术和专业水平及商务

水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10 月 2 日，泰国项目

部一行 7 人参加了 BGFCL 公司组织的最后一次答疑

及合同小签字会议。会议期间就项目运作计划、关

键技术及技术参数、应用软件及付款

事宜进行沟通、澄清和答疑，最终取

得了甲方的认可。 (李福才)

10 月 9 日 18 时 18 分，由西南物探分公司 210 队

承担的“2019 年度四川盆地川东石柱地区线束三维

地震勘探”项目地震资料采集正式鸣炮。

石柱线束三维项目工区位于重庆市境内，涉及

重庆市丰都县、石柱县和忠县三个行政区。共设计

激发点 7958 个，接收点 42075 个，计划生产天数 38
天。西南物探分公司第一、第二、第三民爆工程队，

第三排列工程队共同承担项目施工任务。在 210 队

的协调组织下，各工程队于 9 月初在工区陆续展开，

参与项目野外踏勘、施工策划、员工 QHSE 培训等

工作。截至鸣炮当天，石柱三维项目测量、钻井、排

列工作已全部完成，下药完成 13%工作量，采集工作

正有序推进。 （王佳川 苏光建）

9 月 19 日 19：56 分，由海洋物探处 Gilavar 船队

执行的 Equinor 拖缆项目在阿塞拜疆巴库半岛东部

ADUA 区块鸣响首炮，为东方物探环里海战略鸣响

了第一枪。

里海项目所用拖缆船 Gilavar已有 38 年船龄，阿

塞拜疆项目组接到改船命令后，制定各项准备方

案，按计划开展船舶改造工作，Gilavar 船于 7 月底进

行船舶海试，具备了生产的各项条件。为顺利完成

物探设备安装工作，阿塞拜疆项目组与公司靠前支

持的设备专家充分沟通、积极配合，仅用五天时间完

成了各项安装调试等工作，于 8 月底顺利完成了海

试。与以往拖缆项目不同，阿塞拜疆项目船舶人员

多由前 CG 公司的本地雇员组成，项目组结合实际，

合理搭配作业人员，仅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顺利完

成了船舶改造，并通过了 Equinor 和 BP 两个公司的

船舶 OVID 审计及物探审计，让已有 38年船龄的 Gi⁃
lavar在里海焕发出新的光彩。(岳长青 杨旭 徐玉超)

金秋的府谷，秋高气爽，驻扎在府谷的新兴物

探开发处 2202 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备战国内区域外

市场最大勘探项目。

项 目 实 物 工 作 量 为 二 维 2000 公 里 、三 维

606.896 平方公里，分三年实施。根据甲方的整体安

排，2019 年先实施神府区块木瓜区三维的采集生

产。2202 队快速反应，迅速展开项目备战工作。组

织骨干人员对工区进行全面精细踏勘，科学拟定项

目运行计划和施工顺序；技术人员甄选多处具有代

表性的地形进行布点原则现场培训演练，梳理制定

各个工序的作业指南；同时，对以往在该工区项目

运作的成败得失进行回顾总结，分析经验教训和短

板弱项，全力以赴把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样板

工程”和“安全工程”。 （李国强）

9 月份，物探技术研究中心以“全国质量月”活动为

契机，认真贯彻执行公司《关于开展公司 2019 年“质量

月”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中心的生产实际，积极开展

各项质量管理活动，切实提升中心整体质量管理水平。

营造宣传攻势、提高全员质量意识。在中心各 QQ
群及微信群，宣传“回归质量本源，聚焦质量提升，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活动主题；在社交群中，发放质量宣传

画、材料，并制作了 6 块精美的展板。

开展多项活动，调动员工关注热情。中心针对生产

和科研实际，注册了 13 个 QC 小组，活动选题都是针对

目前软件产品及服务中所面临的效率问题，并于 9 月中

旬对所有的 QC 小组活动进行了实地检查和技术指导。

建立质量月专栏。按照公司生产管理处的统一部

署，在中心主页建立了质量月专栏，上传了中心质量体

系培训 ppt、流程工作指南、质量宣传材料等相关内容，

并组织进行了学习。

将分中心纳入质量体系管理。9 月份集中对分中心

进行了质量体系培训和辅导，为分中心工程和管理文档提

交制定了计划和要求。截至 9月底，北京和成都分中心已

提交文档 139份，其中工程文档 36份，管理文档 103份。

积极查找质量隐患。制定有针对性的质量隐患查

找方案，并按照方案设计的步骤认真执行，在本月共查

出质量隐患 86 个，并制定修正方案，在本月共解决质量

问题 17 个。 (李铭明 李纪平)

10 月 9 日，由辽河物探处 2121 队承担的塔里木

盆地乌什西二维地震采集项目，以 97.5 分的成绩通

过了甲方的开工验收。当晚，2121 队完成第一个震

源炮点，乌什西项目正式进入野外采集阶段。

乌什西二维项目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和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部署二维宽线 12 条，实物

工作量 367.01km，设计炮数 35574 炮。2121 队提前

半年进行了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两次工区详

细踏勘，促成甲方进行 3 次测线部署调整，并于 7 月

底 开 始 进 行 项 目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 甲 方 验 收 组 对

2121 队精细的项目准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

工序自证、质量管理、噪音控制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希望 2121 队继续发扬严安全、重质量、守承诺的传

统，将乌什西项目组织好、运作好。 (李朝峰)

10 月 2 日，中油瑞飞中标尼日利亚国家石油管理

局 (DPR)油井计量项目，这是继 2019 年 5 月中油瑞飞

首次进入尼日利亚市场与 DPR 签署油井计量实验合

同后的又一重大市场突破。

该项目是尼日利亚本年度的国家级重点项目，

也是中油瑞飞首次接触在海上平台无电源和高等级

防爆环境下的数据采集项目，面对友商竞争激烈、合

作伙伴中途放弃和尼日利亚整体安全形势不稳定等

压力，瑞飞团队迎难而上，通过前后方一体化的密切

配合，为客户研发出了一套最优化的海上平台加陆

地平台油井生产液量的计量数据采集、传输和数据

分析监控的解决方案。并且，经过十几轮的研究讨

论，最终形成的交付方案获得了客户

的一致认可和信任，中油瑞飞一举成

功中标。 （丛辉 王胜斌）

为深入贯彻集团公司和公司《关于开展 2019 年“质

量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国际勘探事业部阿联酋项目部

围绕“回归质量本源，聚焦质量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

主题，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

项目部提前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质量月”活动推

进会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质量月”活动实施方案。制

作了大幅宣传展板和在住宿区大屏循环播放宣传材料；

组织观看纪录片《大国质量》，共同接受质量教育；开展

了质量月知识竞赛有奖答题活动，加深了对质量知识的

认识和了解；开展了各地震队质量先进个人推荐活动，

增加全员荣誉意识、质量意识。

活动期间，对 8615 队 Ghayathi&Ruwais 项目进行了

全要素质量审计，通过审计发现优点，找出不足并限期

整改。此外，8615 队和 8615B 队积极开展企业标准、质

量管理体系和施工技术标准学习。各班组根据实际情

况对雇员在质量控制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培训，并

根据培训内容开展了各班组质量交叉检查。

通过“质量月”活动，阿联酋项目部营造“人人重视

高质量，人人创造高质量，人人享受高质量”的良好氛

围，加强了员工的质量意识，让现场操作人员懂得了过

程控制方法，质量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张健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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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晚上 18 点，随着塔里木物探处 247 队放线

班长张永峰清点完最后一个节点检波器离开工区，西秋

1 井三维完美收官。

西秋 1 三维，万众瞩目。集团公司、油田公司、东方

物探领导高度重视。项目工区异常险峻，断崖林立，超

过 50 米的断崖 11917 处，超过 200 米的断崖 4048 处，最

大落差超过 600 米。山脊狭窄，最窄处不足半米，只能容

下一只脚。工区气候异常，雷雨频繁，整个工期施工天

数 179 天，降雨多达 92 天，遭遇山洪 64 次。

非常困难的项目，必须以特别的力量应对。

一靠组织的力量。公司对西秋 1 三维项目实施升级

管理，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安全保障小组、技术支持

组、生产协调组，发挥一体化攻关优势，全力以赴保障项

目。采集技术中心专家常驻现场为节点仪器和独立激

发提供技术指导。装备服务中心从涿州、青海、吐哈、北

疆派遣技术骨干前来支持。

二靠科学的力量。247 队实施“五化一控制”管理办

法。建立数字化地震队生产指挥系统，技术人员“远程

把脉”、作业人员实时监控，信息化支持提升了管理效

率；实行断崖飞渡，采用直升机支持作业，机械化保障降

低了作业风险；质量、HSE 体系规范运行，标准化管理实

现了施工全面受控；节点仪器、独立激发系统的应用，发

挥专业化优势助力攻坚克难；细划作业分区，分块施工，

模块化施工减少了安全风险，提高了施工效率。在整个

施工过程中，247 队梳理细化、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严

格成本控制为重心，紧紧抓住小事、抓好细节、抓实坚

持，力求实现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成本受控。

三靠精神的力量。面对世界级勘探难题，247 队党

支部紧扣项目运作，坚持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

领，大力实施固本铸魂、价值创造、融心聚力、正风肃纪

“四大工程”，让党员的先进性彰显在难点、展现在痛点、

体现在关键点，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戮力同心、勇克

难关。在攻坚高大山体的关键时刻，党支部召开西秋

“战地誓师动员会”，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面对西秋

之险，攻坚之难，52 名勇士冲锋在前，“攻城拔寨”，彰显

血性，用艰辛的汗水和极致的奉献刻写无字丰碑。

难题在创新中破解，信念在担当中熔铸，力量在攻

坚中凝聚。9 月 28 日，西秋 1 井三维放响最后一炮。平

均生产日效 821 炮，最高生产日效 1385 炮，再一次刷新

复杂山地物探生产新记录。 （袁镜武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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