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C03 重点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美编：杨珣

坚决当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推动者
油田党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
员 王东奇) 10月22日，胜利石油管理
局有限公司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胜利油田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油
田分公司代表孔凡群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胜利油田发现60周年和“十四五”开
局之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即将召
开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到胜利油
田进行考察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石油
石化行业和中国石化的高度重视，体现
了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石油工人的关
心厚爱。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充分肯定胜利油田60年发展取得
的重大成就，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作出重
要指示，为胜利油田改革发展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油田将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特别是
在胜利油田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奋勇前进，全力建设领先企业、打造
百年胜利，不断谱写油田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在中国石化实施世界领先发展方
略、构建“一基两翼三新”产业格局中走
在前作表率。

会议强调，要聚焦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认真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稳定
东部发展西部，加快非常规、拓展新领
域，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确保东
部规模增储稳产、西部快速增储上产、页
岩油形成接替能力，持续推动效益稳产
至2060年，盈亏平衡点降至45美元每桶
以下，坚决当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推动
者，履行政治责任，扛牢央企担当。

会议强调，要聚焦安全绿色低碳发
展，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
双向发力、协调并进，着力构建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安全防范风险防控体系和
能源监测、排放物监测、生态观测体系，
深化节能降碳减排，做大做优做强新能
源，加快脱碳产业发展，建成美丽绿色油
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争当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标杆企
业。

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技术先导型
企业，贯彻“四个面向”，围绕国家发展需
要和集团公司战略定位，持续加强油气
勘探开发和绿色低碳关键技术攻关，支
撑高效勘探，增强持续效益稳产能力，助
力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努力成为石油行
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在担当国家能源战
略科技力量中发挥好主力军作用。

会议强调，要聚焦传承弘扬石油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
以及石油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要求，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强化党建
思想文化引领，将其融入干部员工的思
想里、落实到行动上，打造一支有理想、
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胜利石油队
伍，高举红旗向前，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顾松 通
讯员 田承帅) 10月25日下午，胜利
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及
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代表孔凡
群主持学习会并强调，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好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是油田的首要政治任务、长期政治
任务，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不断把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重要要求，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建设
领先企业、打造百年胜利的实际行动
回报总书记的关心和厚爱。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10月22日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报道，胜利
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常务副书
记、工会主席韩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在胜利油田考察情况和重要讲话精
神。

孔凡群指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必须大力提
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上扛起胜利担当。胜利油田作
为能源央企，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国家
队”，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
感，坚决响应总书记号召，大力提升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当好国内油气增储
上产推动者。要加快油气资源战略突
破，勘探开发战线要抓住资源储量这
个根本，把扩大油气资源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聚焦大目标、瞄准大突破，
加大济阳坳陷中深层、西部准噶尔盆
地、页岩油等规模发现，夯实油田发展

的资源基础。要保持长期效益稳产，聚
焦油藏经营价值最大化，瞄准“三个10
亿吨”潜力方向，加快推进西部、深层、
海上、稠油4个百万吨产能阵地建设，
加快推动页岩油形成有效接替，确保
较长时间内效益稳产2340万吨/年、盈
亏平衡点持续降低。

孔凡群强调，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必须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绿色低碳
发展上当标杆作示范。要全面抓实节
能降耗，把绿色低碳发展贯穿到油田
勘探开发全过程、清洁生产全链条、经
营管理全领域，持续降能耗、减损耗、
控物耗、减排放，建设绿色油田、守护
碧水蓝天。要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发展，
统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
展的关系，加快新能源、“CCUS”和

“CCS”产业发展，全面推进节能降耗、
能源替代和用能结构调整，构建清洁
低碳的能源保障和绿色产业体系，争
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
色标杆企业。

孔凡群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必须强化关
键技术攻关，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上发挥引领作用。要坚定不移走创新
发展之路，突出创新驱动，加快关键技
术攻关，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引领支撑
能力。自觉扛起科技创新的时代使命，
围绕“四个面向”，落实“四个一批”，持
续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和绿色低碳关键
技术攻关，支撑高效勘探，增强持续效
益稳产能力，助力区域新旧动能转换，
在“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发挥主
力军作用。要集中资源推动科技攻关
突破，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树
立开放思维，善于借智借力，搭建内外

部合作平台，探索市场化合作机制，加
快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有机
融合，强化协同攻关，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科技开放合作格局，不断提升油田
科技创新能力，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加
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孔凡群强调，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必须大力弘
扬石油精神，在新征程上高举旗帜、再
立新功、再创佳绩。要更加注重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队伍，必须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变革思
维，使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改造主观世
界的思想武器、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
利器，切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转化为管理行为和发展
能力，以新思想新理念引领油田高质
量发展。要更加注重用石油精神塑造
队伍，把弘扬石油精神作为攻坚克难、
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勇于破解高质
量发展的短板弱项和矛盾问题，不断
开创油田事业发展新局面。

孔凡群还就做好四季度工作进行
了部署要求，强调要讲政治、顾大局，
始终保持奋进的精神状态，严抓风险
防控、优化生产经营、抓紧改革推进，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同
时抓好工作谋划，为明年开好局起好
步夯实基础。

油田领导李永哲、张宗檩、聂晓
炜、舒华文、刘惠民参加学习。会议以
视频形式召开，机关部门领导班子成
员和专家、各直属单位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成员在分会场参加学习。

(上接01版）
身穿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巍然

挺立——— 这是铁人王进喜留给世人的一
幅“铁汉写真”，也生动刻画了60多年前石
油工人战天斗地、苦干实干的形象。

在冉祥国的记忆里，手动扶刹把是
个体力活，必须忍受在高温、严寒、高强
度环境下的长时间作业，是对工人精力
和体能的极大挑战。

如今，冉祥国的工作地点从露天搬
到了室内，刹把从手动挡换成了自动挡。
坐在十几平方米的空调房里，手握操纵
杆，按一下按钮、点击触摸屏、操作手杆，
就能轻松完成操作。冉祥国自豪地说：

“总书记夸我像飞行员开飞机。”
司钻房是钻机设备的“大脑”。通过

仪器仪表盘上实时运行的数据，冉祥国
可以及时掌握几千米井下钻具的工作状
态，实现一体化管控。他们正在施工的莱
深斜2井，目前钻进至4768米，相当于钻穿
了大半个珠穆朗玛峰。

争做“碳达峰”

“碳中和”的引领者

翻看杨勇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簿，二
氧化碳相关的工作、会议记录占了一大
半。厚厚的册子里，也有此次他向总书记
展 示 的 勘 探 开 发 研 究 院 的 一 项“ 绝
活”———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CCUS)。

从科研楼到实验楼，短短百米的走
廊，总书记就这一话题与杨勇一边走，一
边聊。

杨勇向总书记汇报，胜利油田将工
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
起来，注入油层驱油提高采收率，同时埋

存降碳，到2025年注入能力将达到300万
吨，2030年有望达到1000万吨。

一问一答间，杨勇读懂了总书记对
“双碳”目标的重视和期待。

总书记走进实验室时，勘探开发研
究院气驱试验室方法组组长李雪松正在
电脑前处理实验数据。

李雪松今年48岁，研究二氧化碳24
年，看着胜利油田二氧化碳相关技术从
实验室一步步走向成熟，采收率、换油
率、埋存率持续走高，他迫不及待想把这
些年的成果展示给总书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并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
中国的“双碳”目标。围绕“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目标，山东省正在加快推进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加速打造新能源产业
链，探索以能源变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作为中石化CCUS(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重点实验室，勘探开发研究院不仅
建成了全链条碳捕集、碳捕集工程、驱
油、封存、碳足迹5个专业试验室，打造全
链条CCUS技术创新团队，还在低渗透、
页岩油、高含水等油藏建设CCUS示范
区。

李雪松注意到，当听到CCUS技术已
经从实验室到现场规模化应用，总书记
非常高兴，并对胜利油田减排降碳做出
的努力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给予充分肯定。

总书记 在胜利 油 田 考 察 的 第 二
站——— 莱113区块CCUS项目是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生动体现。这个项
目设计注入四口井，目前注入两口井，一
年可以注5万多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两万
辆轿车的碳排放。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
通过往地层里面注入二氧化碳，可以有
效驱替原油，提高油藏的采收率。

舒华文在这里向总书记汇报了胜利
油田的“碳中和”设想——— 以CCUS为抓
手，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实现油
气产品全生命周期“碳中和”，消纳用户
潜在的碳排放，吸纳区域碳排放，彰显胜
利油田的政治担当和绿色担当，争做“碳
达峰”“碳中和”的引领者。

总书记边看边问，认真察看主罐、输
入泵、计量分配等地面注入装备，详细了
解二氧化碳存储注入驱油以及二次埋存
等流程，叮嘱大家要加快清洁高效开发
利用，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利用效率和减
碳水平。

今年7月5日，中国石化宣布开启我
国首个百万吨级CCUS项目建设：齐鲁
石化-胜利油田CCUS项目，涵盖碳捕
集、利用和封存3个环节，建成后将成为
国内最大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可
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1 0 0万吨，相当于植
树近 9 0 0万棵、近 6 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
开一年。

夜幕降临，莱深斜2井场上的路灯悄
然亮了起来，这些路灯全部是太阳能。目
前，胜利油田累计投产各类新能源项目
80个，新能源占油气生产直接能源消费
比重达5%，碳减排30 . 2万吨。

在距离井场30公里外的胜利油田营
二采油管理区，装机规模3 . 6兆瓦的光伏
发电站里，一片片电池板张开“翅膀”，闪
烁绿色的希望，这里已经成为胜利油田
首个实现“碳中和”的生产区。

必须坚定担起

这份殷殷嘱托

勘探开发研究院科研楼大厅西墙上，
一幅金色壁画呈现了老一辈石油人筚路蓝
缕、为国找油的群像，正是石油精神的写照。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等油
用”，到新时代“保障国家能源安全”，60年
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铮铮誓言，早已
融入石油人的基因和血脉，一代代石油人
听党话、跟党走，以国为重、以苦为荣，苦
干实干，在亘古荒原上建成我国重要的能
源生产基地。

“当年我们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之
初，搞石油大会战，对当时我们国家在层
层封锁下实现自力更生、搞工业化建设起
到了重要作用。咱们石油战线居功至伟、
功不可没！”

总书记说，石油战线始终是共和国改
革发展的一面旗帜。要继续举好这面旗
帜，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
发展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听闻总书记来到勘探开发研究院，100
多名科研人员在科研楼东北侧的广场空
地翘首以待。总书记微笑着和大家打招
呼，梁山108好汉，都到齐了。

“总书记的目光落在我们每个人身
上，像阳光让人倍感温暖。”用手轻抚总书
记注视过的仪器设备，让地层古生物试验
室经理王伟庆印象深刻的是，总书记专注
的态度。介绍每一台仪器，每一次试验，总
书记都听得十分认真、专注。

回味起在总书记身边的十几分钟，一个
美好的场景深深烙印在黄利民的脑海中。

“总书记的脚步踏得很稳，很实。”攀登平
台台阶时，钻井平台经理黄利民步步紧随

总书记身后。他说，那一刻，自己暗暗下定
决心，要紧跟总书记的步伐，沿着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清澈碧蓝的水面，随风曼舞的芦苇。
走到平台梯过桥处，总书记转身，深情地
向远处凝望。“总书记称赞我们这里景色
很美，叮嘱我们既要做好生产，也要保护
好环境。”黄利民说，这份殷殷嘱托，自己
和同事们必须坚定担起。

“总书记希望我们既要兼顾绿色低碳
发展，还要考虑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这
是给我们技术人员提出的一道命题。”杨
勇说。

技术路线与国外有什么差异？在国际
上处于什么水平？舒华文从总书记的关切
中，读出了努力的方向——— 向着提高自主
研发能力继续奋进。

习近平叮嘱大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
辈石油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始终保
持石油人的红色底蕴和战斗情怀，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
石油精神诞生于大庆，又在一代代胜利人
的传承中被发扬光大。新时代，胜利油田
凝练形成了以“爱国、创业、创新、开放”为
内涵的新时期胜利精神，让石油精神的火
种与时俱进，绽放出时代光芒。

在建党百年、胜利油田发现60周年这
个重要节点，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孔凡
群非常激动，“总书记勉励我们要把能源
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我们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总书记的要
求上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扛
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职责，在开发
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推动油田高质量
发展，全面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座谈会前，习近平21日下午在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二氧化碳气驱实验室考察自主创新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油田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专题学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及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

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重要要求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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