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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胜利油田
东辛采油厂地处繁华城
区， 坚持把生态油田建
设作为企业责任使命 ，
做到建设规划有绿色模
式、 技术应用有绿色标
准、 生产管理有绿色制
度，全力推动班站、设备
及井场达标升级行动 ，
今年以来先后打造样板
井场 39 个，集中硬化油
水井井台 364 个 ， 铺设
绿草皮 349 个井场 ，油
水井、班站、设备与城市
环境融为一体， 呈现楼
旁有井、院中有站、井在
景中、 井景相融的绿色
发展格局。

图为胜利油田东辛
采油厂营 1 丛式井组绿
色采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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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原油天然气
进口量双增

本报讯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原油 2.69
亿吨、进口天然气 4835 万吨，分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 9.9%、3.3%；进出口成品
油分别为 1690 万吨、3376 万吨， 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 0.7%和 3.8%。

年初以来， 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以及经济疲软、油气消费下滑等因
素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供需两端双重
承压。 雷斯塔能源预计，2020 年石油
需求将比 2019 年减少 10.8%。 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我国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 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的前提下，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
推进，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
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主要指标
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市
场预期总体向好， 为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恢复稳定提供了强大助力。 隆众
资讯数据显示，中国主营炼厂开工率
已从 3 月中旬的 68.21%上涨至目前
的 80%以上。

天然气方面， 来自中宇资讯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我国表观消
费量为 1350 亿立方米 ， 同比增长
7.87%。 随着 3 月企业开始复工复产，
天然气消费量逐渐回升， 天然气市场
整体发展较为乐观。

成品油方面，隆众数据显示，今
年汽柴油平均进口利润均出现大幅
上涨， 主要由于 3 月中旬国际油价
暴跌和疫情的影响， 海外汽柴油现
货价格处于低位， 跌幅远远大于国
内汽柴油价格跌幅， 因而短期内汽
柴油进口套利大幅上涨。 （刘亮）

威荣页岩气田
集输管网全线贯通

本报讯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重点
产能建设项目———西南油气分公司
威荣页岩气田建设现场日前传来捷
报：随着威页 30 平台碰口连头和管
线氮气置换工作完成， 全长 48.2 千
米的集输管网全线贯通， 年输气能
力 30 亿立方米，为威荣页岩气田加
快产能释放奠定了基础。

威荣页岩气田是我国首个深层页
岩气田，今年以来，为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西南油气分公司克服疫情影响、油
地协调难度大及雨季高温等诸多困
难，认真贯彻落实“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进一步加强生产运行统筹，成立党
员突击队，精细组织，编制运行大表，
制定攻坚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周计划、日运行，建立及时纠偏机制，
抓好物资供应和施工队伍保障， 强力
推进工程建设。

针对威远河穿越等关键控制性
工程，西南油气分公司科学调配施
工力量，定人员 、定任务 、定时间 ，
抓实现场施工安全和质量管理 ，
按照时间节点 ，陆续完成威远河 、
成自泸高速 、省道 207 、规划高速
穿越等控制性工程，以及小型河流
及乡村道路等 50 余处特殊地段穿
越施工，全力以赴确保威荣页岩气
田集输管线顺利建成，达到了投产
条件。 （化文）

燕山石化生产
熔喷布逾千吨

本报讯 7 月 20 日， 中国石化燕
山石化成立 50 周年之际，记者从中国
石化新闻办获悉，疫情期间，中国石化
在燕山石化紧急部署的 4 条熔喷布生
产线累计生产熔喷布超 1100 吨，供应
熔喷布生产厂家 130 余家； 应用自主
研发的氢调法新技术生产熔喷专用料
超 9000 吨， 可助力增产医用口罩超
90 亿只，有力支援了全国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助力全球防疫抗疫。

燕山石化成立于 1970 年 7 月，
是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经
过 50 年的发展， 燕山石化已成为我
国重要的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和高品
质成品油生产基地。 截至 2019 年底，
燕山石化累计加工原油 3.48 亿吨，生
产乙烯 2344 万吨 ， 实现销售收入
13546 亿元， 上缴利税 1642 亿元，为
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燕山石化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李刚表示， 作为有着 50 年历史的
国有企业，燕山石化始终传承为党
分忧 、为国尽责的红色基因 ，坚持
“国家需要什么 ， 我们就生产什
么”，以讲政治、敢担当、勇创新、有
作为的坚定行动 ，践行 “大企业要
为国家做大贡献”的庄严承诺。

以“火神山”速度 12 天建起一条
生产线。疫情期间，为缓解医卫物资供
应紧张的局面，燕山石化 12 天建起一
条熔喷无纺布生产线； 紧急启动氢调
法生产熔喷料的技术研发， 凭借多年
技术积累， 快速实现技术突破并迅速
量产，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吴莉）

关注

石化行业迎来 VOCs治理大考
■本报记者 李玲

近日， 山东省全面启动 2020 年夏秋
季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专项行动，
以排放量较大的市、化工工业园区、企业
集群为重大领域，以石化、有机化工、表面
涂装、油品储运销行业为重点行业，开展
VOCs 治理攻坚行动。

不止山东省，针对近年来臭氧浓度不
降反升的情况，生态环境部今年 6 月底正
式印发 《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
方案》（下称《攻坚方案》），此后各省纷纷
出台相应政策，全国正掀起一场 VOCs 治
理攻坚战。

在业内人士看来， 作为 VOCs 排放大
户，随着当前 VOCs 管控不断升级，石化行
业将迎大考。

石化行业为重点管控领域

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 当前我
国 PM2.5 治理已初见成效，2019 年全国未
达标的 261 个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2.4%， 与前三年年均 7.7%的改善幅度相
比，下降速度明显放缓。 相较之下，臭氧浓
度却明显上升， 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臭氧浓度同比上升 6.5%。

VOCs 是臭氧重要前体物，自 2010 年
环保部、 发改委、 能源局等 9 部委首次将
VOCs 列为重点控制污染物以来， 我国

VOCs 治理一直处于不断探索阶段。
随着今年以来 VOCs 治理从上至下

不断加码， 石油化工企业和园区 VOCs
的排查和管控力度将再次加大。 生态环
境部在《攻坚方案》中提出，以石化、化
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等
为重点领域；组织开展一轮储油库、汽油
油罐车、 加油站油气回收专项检查和整
改工作。

“石油化工行业是 VOCs 的排放大户，
是大气保卫战的重点管控行业，其中炼油、
化工生产、 油品运输过程中排放的 VOCs
当量最大。 ”北斗启明（北京）节能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光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 石油及其产品是多种碳氢化
合物的混合物，其中的低碳组分具有较强
的挥发性。 在石油的开采、炼制、储运、销
售全过程中，由于受到工艺技术及设备的
限制，不可避免会有一部分较轻的液态组

分挥发到大气中。石化企业 VOCs 排放源
主要来自石化装置设备与管阀件泄漏、各
类储罐的呼吸、装置尾气、油品装运挥发、
废水处理系统逸散等。

前期治理成效显著，但短板仍存

据了解， 石化行业 VOCs 治理技术
主要分为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 源头控
制主要指通过改进工艺、 更换设备等方
式防止泄漏的预防性措施； 末端治理主
要指油气回收， 比如冷凝吸附、 催化氧
化、等离子等技术。

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
长庞广廉看来，“十三五” 以来我国石化行
业 VOCs 治理取得较大成效，VOCs 减排
超过 30%。 “针对炼油、涂料、油库、加油站
等几个重点行业的 VOCs 治理，相关工作
一直在加强，比如密封点泄漏治理，废水
和循环水系统、储罐、装卸工艺、废气的源
头治理等，我们一直在努力。 ”

“前几年石化行业 VOCs 治理的重点
在炼油厂和加油站，目前治理效果较好。但
一些重点、难点区域还是没有解决，比如运
输过程中的中转站、 码头、 储存罐区的
VOCs 排放， 下一步要作为工作重点进一
步加强。 ”王洪光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我国针对末端治
理的 VOCS 技术繁多，但效果参差不齐。

“前几年，国家大规模推进 VOCs 治
理， 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
技术。 目前来看，很多技术并不成熟，约
有 90%以上设备的处理效果不合格，达
不到国家要求的指标， 并且随着运行时
间的增加，处理效果也逐渐减弱。 ”王洪
光表示。

对此， 庞广廉也表达了相同看法：“主

要是企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间的取
舍问题，好多企业不舍得投入，安装的是
一些便宜的、简易的治污设施，比如一些
光催化、 光氧化等低效技术用的比较多，
效果并不好。 ”

关键在于加强日常监管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石化行业 VOCs
治理，多位受访专家对记者表示，除了企
业自身转变观念外，关键还在于加强日常
监管。

据介绍，目前一些企业环保意识不足，
有的即使安装了 VOCs 处理装置， 日常没
有监管时，为了节省运营成本，很少使用。

“所以需要通过使用信息化的手段实
时监测企业排放情况， 比如在线监测技
术、固定源监测平台、雷达监测等，目前的
技术水平都可以实现。 ”王洪光建议，“应
该强制相关企业使用在线监测，目前行业
也正往这个方向走，当然也需要给企业一
些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 ”

庞广廉也表示：“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
高， 可以更好地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监
控，任何跑、冒、滴、漏都可以记录在案，在
手段上已经可以大量避免作假行为的发
生。 此外，一些企业在环保上的管理措施
过于简单，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细化的流程
去规范管理。 ”

“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整个行业
发展的催化剂。 随着当前我国 VOCs 治理
力度的不断加码，倒逼石化企业重视环保
问题，健全管理体系，保证绿色和可持续
发展。 石化企业应多源头做工作，加强源
头治理， 包括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设施配
备， 以及最后的排放回收， 需要多管齐
下。 ”庞广廉补充说。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明确提出加大化
工园区、油品储运等过程中 VOCs管控，此后各地相继出台管控措施

广东首个 30 万吨级公用油码头投产

本报讯 日前， 位于大亚湾石化区的
华瀛石化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
头项目正式通过验收，获得惠州市交通运
输局颁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 据悉，该项
目建有 1 座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品接卸码
头， 是全省首个投入运营的 30 万吨级公
用型油码头，对大亚湾石化区优化能源储
运体系、提升惠州港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

华瀛石化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及配
套码头项目是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内需项
目和广东省现代产业 500 强项目，于 2015
年 9 月开始施工，2017 年底完成主体工程
施工，2019 年 10 月 17 日开始生产试运
行，今年 6 月底通过工程竣工验收，正式

投入运营。
据介绍，该项目建有 10 万立方米油罐

6 座，5 万立方米油罐 8 座，3 万立方米油
罐 5 座，设计年调和能力 1000 万吨。 该项
目还建有 1 座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品接卸
码头，3 座 2 万吨级码头泊位，总吞吐能力
达 2150 万吨/年。

华瀛石化总经理乔明乾说， 作为广东
省和惠州市重点工程项目， 项目从启动到
建设都得到市、区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与支持。 在 2019 年口岸开放验收过程
中，省口岸办、惠州市商务局以及海关、边
检等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调， 推动项
目口岸对外开放仅用 28 天就通过了验收，
刷新了广东省此类验收最快 32 天的纪录，
为项目顺利投入生产试运行提供了保障。

据悉，惠州港已经投入运营的 3 个 30
万吨级码头中，只有华瀛石化的码头是公

用码头，其余 2 个都是业主码头，没有开
放给其他企业使用。 华瀛石化燃料油调
和配送中心及配套码头项目基础设施
完备，拥有稀缺的码头资源和较大规模
的仓储设施。 除了大型的 30 万吨级油码
头，该码头还拥有珠三角地区唯一的 20.8
米深的深水港航道， 可供超大型油轮使
用， 是全省首个也是唯一一个 30 万吨级
公用型油码头，可辐射广东、广西、福建及
港澳台等周边地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大
亚湾石化区能源储运体系，提升惠州港的
国际竞争力。

今年以来， 由于石油市场本身和疫情
的双重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持续的
大幅度下跌。 价格的剧烈波动引发全球石
油公司和贸易商纷纷囤油，各方参与者四
处寻找仓储场地和设施。 据悉，仓储需求
旺盛给世界各地的仓储企业带来了机遇，

在价格上涨 30%-50%的情况下，陆地上的
储罐仍是一罐难求。

“华瀛石化项目拥有华南地区最大公
用石化产品仓储基地和最大的燃料油调和
装置，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乔明乾说，
今年 4 月份以来， 华瀛石化先后与国内领
先的石油石化央企及国际知名石油商展开
合作，引进仓储、保税加油等业务。 截至目
前，华瀛石化的罐容接近满负荷运行，绝大
部分罐容已被租用。

随着大亚湾石化园区快速发展，未
来几年中海油惠炼 、 埃克森美孚等大
型石化企业原油需求总量大 ，油料仓
储的业务将不断增加 。 乔明乾说 ，华
瀛石化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吸引更
多客户入驻，力争燃料油年吞吐量达到
200 万-300 万吨，做大华南地区的燃料
油仓储转运业务。 （戴建 陈绪清）

地方动态

前几年 ，国家大规
模推进 VOCs 治理，导
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
五花八门的技术。 目前
来看，很多技术并不成
熟，约有 90%以上设备
的处理效果不合格 ，达
不到国家要求的指标 ，
并且随着运行时间的
增加，处理效果也逐渐
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