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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业违规建设行为公开举报制度

山东炼化监管首次引入“民间力量”
■本报记者 渠沛然

中石油开展原油
外输管道应急演练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石油海上应
急救援响应中心与大港油田采油五
厂联合开展了原油外输管道突发事
件综合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大港油田采油五厂距
离输注作业区约 1000 米处青静黄河
北侧桁架位置发生南西线外输管道
泄漏，泄漏原油已流入青静黄河。 发
生险情后，采油五厂立即启动采油厂
Ⅲ级油气管道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
国石油海上应急中心大港救援站组
织人员安装收油机组，投放海上猎人
回收船。

抢险人员根据潮流情况在溢油
点下游 20 米处布控第一道围油栏，防
止溢油入海。 随后利用近海收油机对
溢油进行回收； 无人机迅速起飞对现
场进行巡控；检测组勘察现场，观察风
向，做好环境气体和水质监测；抢险组
执行现场指挥指令， 按照抢险方案组
织不动火补漏作业，封堵泄漏源。

此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各救援
力量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协调、综合处
置能力，检验了油田企业跨区域《河
流溢油应急处置方案》的适宜性和可
操作性。 （杨军 崔姝羿）

中国石化再获
10项中国专利奖

本报讯 7 月22 日，中国石化新
闻办发布消息称，近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发布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授
奖决定，中国石化有 10 项专利获奖，
其中专利金奖 1 项、银奖 3 项、优秀
奖 6 项 。 在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
2019 年中央企业专利质量排序中继
续排名 A 档第一。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一种降
低重质原料油中沥青质和残炭含量
的方法”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该专利
从特殊功能渣油加氢催化剂的研制
入手， 目的是将占原油 40%-60%的
渣油尽可能的转化为高价值的轻质
油品或化工原料，以实现石油资源的
高效充分利用。以该专利为核心开发
的 RHT 系列渣油加氢催化剂及成
套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具有突
出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在国内市场占
有率超过 50%，且多次出口到海外市
场，经济效益显著。

此外，北京化工研究院的“用于
乙烯聚合的催化剂组分及其催化剂”
“一种具有高熔体强度的丙烯均聚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上海石油化工研究
院的“纯乙烯或干气与苯烷基化制乙
苯的方法”等 3 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
银奖。 北京化工研究院，巴陵石油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
院、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中石化石
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南化集
团研究院等单位开发的技术还有 6
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经过 37 年的创新发展，中国石化
建立了油气勘探开发、石油炼制、石油
化工、公用技术等技术体系，新领域技
术快速发展， 总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部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知
识产权工作也始终处于央企领先地
位。据统计，中国石化已累计获得专利
奖共 125 项， 其中中国专利金奖 20
项，银奖 7 奖，优秀奖 98 项。 （石化）

镇海炼化一体化
生物反应池正式投用

本报讯 日前，中国石化镇海炼
化一体化生物反应池（IBR 池）系统
正式投用， 这也是中石化内首套一
体化生物反应池 （IBR 池 ）系统 ，该
系统集微生物技术、曝气技术、空气
提升技术、 大倍比回流稀释技术以
及快速澄清技术为一体， 是拥有处
理高氨氮废水生化核心技术的生化
池系统。

新投用的反应池系统位于镇海
炼化异地改造的炼油第一污水处理
场，是该污水处理场实现污水处理工
艺的核心单元，包括 6 个相连的生化
池，每个容量 9600m3，设计处理规模
达 1400m3/h，主要采用“隔油+气浮+
IBR”工艺处理含油污水。 与传统生
物硝化、反硝化池体结构相比，新系
统在单个池内就能完成整个活性污
泥处理的工艺追求，实现了池子数量
由常规生化处理的 3 个减少为 1 个
的转变。 同时新池内结构简化，无刮
泥机等活动部件，从源头上减少了后
期池子的维保工作量。

据悉，本次反应池引入汽提污水
和氧化塘生化污泥开始培菌，标志着
镇海炼化炼油第一污水处理场含油
污水处理系统的顺利开启，为后期整
个污水处理场的正式投用打下了良
好的开端。 （伦子帅 陈永勤）

核心阅读：

引入民间监督机制 ，
是山东对促进安全生产 、
控制过剩产能、 加强监管
的有益补充。 调动整个社
会的力量， 做到 “查缺补
漏 ”， 让监管不是浮于表
面，而是真正深入生产、排
放、 环保、 纳税等各个环
节，强化监管力度。

山东炼化转型升级迫
在眉睫， 产能置换需规范
有序，“民间” 监督力量或
成为其重要推动力。

扶贫故事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
之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
年。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从 2015 年
起通过精准扶贫进行一对一帮扶，以党建
为切入口进行产业帮扶，让党建带动扶贫
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 ”，用奉献和坚
守，带领村民奋力脱贫。

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乌拉溪镇石头
沟村是一个地处攀西平原和青藏高原结
合部的村子，地处偏僻 、交通闭塞 ，全村
90%的村民住房为石木结构，村里没有一

个厕所、一间厨房。 幸运的是，2015 年 11
月，石头沟村迎来了西南油气田公司对口
帮扶的历史机遇。

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西南油气田公司
制定了基础设施建设初步扶贫帮扶计划：
修路。

在西南油气田公司的协助下，石头沟
村于 2016 年 3 月对 11 公里通村路率先
进行硬化施工。 2016 年至 2018 年，西南
油气田公司对该村 4.8 公里村内环形道
路、10 公里连户路分别进行硬化、 优化，

协调落实交通建设配套资金 800 余万元。
不仅如此，西南油气田公司还同步建设厨
房等配套措施，加大资金进行援助。 由于
西南油气田公司的“输血式”精准扶贫，石
头沟村贫困人口在 2017 年提前一年全部
脱贫，2019 年九龙县实现脱贫。

仅仅依靠公司的资金援助不能使
受援地真正富裕起来 ，但要推动 “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也并非易
事。 探索新的扶贫模式 ，来推动农村经
济整体水平提升与长效脱贫的 “双赢 ”
尤为重要。

因此，西南油气田公司确定“以党建
全面引领脱贫攻坚任务落实” 的方向，以
党建为扶贫的切入点，以产业扶贫作为重
要抓手，确立了“党建+产业+精准扶贫”
的产业扶贫新思路，以产业发展提升贫困
户增收致富能力。

在党建的引领下，当地村民通过党员
干部帮助修建猪圈、鸡棚，通过产业扶持
资金帮助发展高山耗牛养殖。石头沟村确
立了短期发展养猪、鸡，长远种植花椒、核
桃、苹果等绿色生态经济农业的多渠道产
业发展方向。

西南油气田的 “党建+产业+精准扶
贫“思路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石头沟村

贫困户马友珍一家具备养殖经验，西南油
气田公司便提供猪仔、 鸡苗等养殖资源，
支持修建猪圈、鸡棚，并请来养殖技术员
进行传授养殖方法。另一名贫困户马约哈
在 2015 年重病手术后负债 20 余万元，还
要抚养三个孩子，在西南油气田公司产业
扶持资金的帮助下用心发展高山耗牛养
殖，三年耗牛总数量达 110 余头，年收入
超过 30 万元，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提前达
到了小康生活。

“全年领导班子到县到村指导不少于
4 次，其中主要领导至少 1 次。 ”“公司扶
贫工作专题会、扶贫领导小组会等全年不
少于 4 次”“对公司及所属单位扶贫工作
的不定期抽查和预警追踪”……这是西南
油气田制定的 2020 年扶贫计划的摘录，
呈现出的是公司从上到下对受援地的真
心真意。

西南油气田公司让党组织站到脱贫
攻坚前台 ，“党建+产业+精准扶贫 ”，从
“输血”变“造血”的帮扶模式激活扶贫一
盘棋，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飘扬着红旗的
战斗堡垒，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企业投
入对口帮扶工作， 为扶贫攻坚贡献力量，
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夺取精准脱贫的
全面胜利。 （郑海涛）

五年扶贫路：石油人种出幸福花

山东省发改委联合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日前印发 《关于建立全省炼化行
业违规建设行为公开举报制度的通知》，
对增量和存量炼能开通举报渠道， 涉及
内容包括严控常减压、催化裂化、催化重
整、加氢裂化、延迟焦化等五类装置以及
PX、乙烯、MDI 产能的违法违规建设，同
时提出对现有 200 万吨/年以下常减压装
置的查漏举报。

近期山东省在严控炼化产能过剩、行
业升级转型和推进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
上不断加速布局。 多位受访人士均指出，
山东首次将举报方式引入产能监管体
系， 旨在落实严禁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
业新增产能要求， 营造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环境，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凸
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心。

调调动动““第第三三方方力力量量””

目前，山东多数炼化企业，尤其是大
型企业在装置手续齐全 、 油品升级 、能
耗、环保等方面已有大幅改善，但行业整
体升级并不彻底。

“在此情况下 ，山东政府压力不小 ，
一方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确
保企业在税费缴纳、 环境保护、 安全生
产、产品质量、批发零售等方面不能蒙混
过关。 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对违规主体
的严格处罚， 有效控制炼油行业的产能
扩张。 ”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庞广廉说。

“随着政府对炼油行业规范发展的
要求愈发严格，通过‘第三方力量 ’获得
大量举报线索， 有利于专门机关履行职
责，尤其是监督职责。 ”炼化行业某资深
从业人员对记者说，“其实， 以往监督组
多次在山东检查，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企业只展示好的成果，待监督组离开后，
我们经常在深夜还能接到投诉和举报电
话， 这些非官方的声音才是需要被重视
和接受的。 ”上述资深从业人员说。

庞广廉认为， 此次山东引入民间监
督机制，是对促进安全生产、控制过剩产
能、加强监管的有益补充。 “调动整个社
会的力量，做到‘查缺补漏’，让监管不是
浮于表面，而是真正深入生产 、排放 、环
保、纳税等各个环节，强化监管力度。 ”庞
广廉说。

安迅思中国能源研究总监李莉指
出，引入举报机制后，将对部分地炼二次
装置或轻烃加工等装置上马造成影响 。
同时， 文件中并未提及对举报的鼓励措
施，但举报一旦“盛行”，可能会对部分小
型炼化企业正常运营产生影响， 行业的

集中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受访人士均表示， 举报或使企业利

益暂时受损，但长期来看，这不仅仅是控
制产能的手段，更是行业绿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助助力力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山东炼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产能
置换需规范有序， 民间监督力量或成为
其重要推动力。 ”上述某资深从业人员对
记者说。

山东省人民政府网数据显示， 作为
地炼第一大省， 山东目前原油一次加工
能力为 2.1 亿吨/年，占全国原油总加工
能力的 28%。 其中，地方炼油产能 1.3 亿
吨/年 ，占全国地炼总产能的 70%，全国
炼油产能的 17%。

然而， 与其他省市大型炼化一体化
项目相比，山东“地炼”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存在抗风险能力差、产品结构单一 、
成品油比重大、化工品占比小等问题，加
之南北众多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竞争 ，
盈利能力大不如从前。

因此，今年以来 ，山东动作频频 ，不
仅成立山东省能源规划发展研究中心石
油天然气分中心， 以加强战略规划和政
策研究， 提升宏观运行形势分析和预警
预测能力， 并进一步构建完善能源高端
智库建设，服务科学决策，加快推动油气
行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烟台裕龙岛
炼化一体化项目进入环评公示， 整体向
“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靠拢。

“随着国内一批大型炼化一体化项
目的陆续上马以及跨国能源巨头布局市
场， 地炼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到挤
压， 也严重制约了山东省工业经济的健
康发展。 ” 上述某资深从业人员说，“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转型升级， 需要规
范行业运行并匹配新产能的投入， 这就
需要全方位加强监管， 不能让落后产能
成为拖后腿的‘漏网之鱼 ’，避免供需矛
盾加剧和无序竞争。 ”

地地炼炼新新机机遇遇已已至至

过剩产能疏解成效与关停和拆除落
后产能密切相关。

以进口原油申报为例， 申请资料审
查严格，“没有关停、拆除落后装置的，坚
决不允许使用进口原油； 没有按要求淘
汰足够规模落后能力的， 严格控制用油
数量； 承诺淘汰等事项没有在规定时间
兑现的 ， 扣减用油数量或取消用油资
质。 ”

从政策导向来看， 浙江石化公司的
成品油出口资格也可以看作是成品油出
口资格放开的风向标。近年来，以恒力石
化、 浙江石化为代表的民营炼化一体化
已投入运行。 国内炼油化工企业正逐步
向规模化、集约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目前， 山东地炼乃至国内炼油产能
过剩问题愈发严重， 过剩产能叠加新能
源崛起引发的消费市场萎缩， 导致成品
油销售竞争日趋激烈。 青岛海关统计分
析处负责人张径舟表示， 各自为战的传
统模式和难以破解的资金困局， 令山东
部分地炼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下风 ，
面临严峻考验。但挑战和机遇并存，山东
地炼应在监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有序
发展并抓住目前低油价和民企再获成品
油出口权的机会，冲出重围。

“转型升级的同时市场井然有序，才
能使出口‘需求’被看见。 新的机遇已经到
来，希望地炼能够抓住机遇迎难而上。 ”庞
广廉说。

企业动态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近期，安徽省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情，全省系统有 14个市公司 8座油库、108座加油加气站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 在持续
攻坚创效之际，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科学抢险救援机制，实行省市公司班子成员
分片包干，分工负责抓好防汛救灾、复工复产等工作。 截至目前已经有 91%受灾的库站恢复运营生产。

图为中国石化安徽石油部分受灾库站员工进行生产自救工作。 孙德荣/图 张绪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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