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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委会开展危险
化学品风险隐患检查

本报讯 自 11 月 10 日起， 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派出 6 个督导检查组，赴
18 个重点省份对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
安全风险隐患第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

此次督导检查是在今年 8 月 、9
月开展的以硝酸铵为重点的危险化
学品储存安全两轮检查整治工作的
基础上，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对第
三轮专项排查治理进行督导检查。 在
企业层面，重点检查硝酸铵生产企业
“一企一策”整治措施制定和实施、前
两轮安全专项排查治理交办问题隐
患的整改落实、五类企业（生产、储存
硝化棉、氯酸钾、氯酸钠、液氯和涉硝
化工艺危险化学品企业）和重大危险
源企业安全管理等情况 ； 在政府层
面，重点检查地方政府对第三轮专项
排查治理部署推动、五类企业摸底建
档、对所有硝酸铵生产企业落实交办
问题隐患整改和对辖区内化工园区
和企业的问题隐患整改“回头看”、对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检
查督导、 专项排查治理执法处罚、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等情况以及化工园区认定和
安全评估、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
整治、非法违法“小化工”整治等重点
工作开展情况。

各督导检查组将对所有硝酸铵生
产企业进行全覆盖现场检查， 抽查部
分生产储存数量大的五类企业、 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对发现的重
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 坚持 “零容
忍”，依法提出处理意见，并挂牌督办、
一盯到底， 督促地方政府和企业落实
整改责任，确保风险有效防控化解、隐
患问题及时整改。 （安文）

青海三大气田
“满弓劲发”保冬供

本报讯 日前，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
涩 3-88 井完井移交采气单位， 标志着
青海油田今年 6.28 亿立方米产能建设
钻井工程提前收官， 吹响了天然气保供
的冲锋号。

“油田新建的 6.28 亿立方米天然气
产能井已经投产 213 口， 有效弥补了气
田产量的自然递减。”青海油田生产运行
处处长何晓青说。

涩北、南八仙、东坪—牛东三大气田
均已进入开发瓶颈期， 必须通过稳产老
区老井、新建产能、扩边挖潜、工艺技术
增产、创新气田管理方法等手段，延长气
藏、气井的生命周期。

制定周密保供预案。针对冬供需求，
青海油田调整了气田冬季生产运行方
案，执行冬季生产保障措施，并根据天气
情况及时优化调整管线运行参数， 确保
气田各输气管网平稳运行。

井站检修“聚草屯粮”。 利用夏季
保供低谷期， 对三大气田的井站检修
采取不停产“体检”，恢复老井 40 口，
日增气 30 万立方米。 涩北气田大幅减
少返修、 重复施工， 实现场站当日检
修、当日复产，较去年 20 天的检修时
间缩减了 16 天。

实施气田“123”管理方法。青海油田
严格要求气田作业区在气井发生问
题的第一时间排查治理进行跟踪，治
理按照难易程度、措施费用和增产气
量 3 个因素进行排序，管理按照厂领
导 、技术部门 、作业区 3 级模式组织
实施。 (吉海坚 )

关注

近日，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新奥股份”）发布公告称，拟与新
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下称“舟
山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舟山公
司委托新奥股份对其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监督 、检查 、调度 、指导 ，委托管
理期限为协议生效起一年 。 委托期限
内，舟山公司现有资产权属与使用状况
不变，资产权属及收益分配仍归舟山公
司股东享有。

作为舟山公司的核心资产，新奥舟山
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这次托管的
主要目标，这也是继新奥股份对新奥能源
下游资产并购完成后，在上游布局的又一
大动作， 旨在布局天然气产业链一体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油气体制改革的深
入，城燃企业将迎来更多机遇，天然气一
体化趋势也更加明显。

接管接收站 获取上游资源

作为国内首座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
的 LNG 接收站项目， 新奥舟山 LNG 接收

站自建设之初便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2018
年 10 月，舟山 LNG 接收站一期顺利投产，
年设计产能 300 万吨， 二期项目预计 2021
年建成投产，年处理 LNG 能力将达到 500
万吨。

当前， 舟山公司由新奥集团控股，持
股比例为 65.68%。对于接管舟山公司的原
因，新奥股份称是为了提高舟山公司的管
理效率，助力新奥股份打造能源板块一体
化运营。

根据协议， 新奥股份在委托管理期限
内， 享有对舟山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监督、 检查、调度、指导的权利。

除了接管 LNG 接收站外，新奥股份
同时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名称由“新奥
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奥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宗旨变更
为“在国家清洁能源规划和政策指引下，
充分利用公司在上游天然气资源获取和
下游分销方面的优势，运用数字技术，打
造产业智能平台， 通过智慧产品充分赋
能生态伙伴， 成为天然气产业智能生态
运营商。 ”

收购新奥能源 掌控城燃网络

事实上，在此次接管舟山 LNG 接收站
之前， 新奥股份刚刚完成了对港股新奥能
源的并购。

据披露，新奥股份通过资产置换、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新奥国际及精选
投资购买其持有的新奥能源合计约 3.69 亿
股股份 （占新奥能源已发行流通股总数的
32.78%）， 交易作价 258.4 亿元， 交易完成
后， 新奥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新能香港持
有新奥能源上述股份。

至于具体交易方式， 新奥股份先以全
资子公司新能香港持有的联信创投 100%
股权与新奥国际所持交易标的等值部分进
行资产置换， 联信创投主要资产为持有的
Santos 2.0 亿股股份（占 Santos 已发行流通
股总数的 9.97%），作价 70.86 亿元。 其余部
分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支付。

今年 4 月 15 日，新奥股份上述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无条件通
过，9 月 10 日，新奥国际及精选投资已将标

的资产过户给新能香港， 新能香港已合法
持有新奥能源合计 3.69 亿股股份。

新奥能源作为我国几大城燃龙头企业
之一， 在全国拥有广泛的天然气城燃网络
布局。 截至今年上半年，其在全国运营城
燃项目达 229 个， 为 2194.5 万住宅用户和
15.7 万家工商业用户提供燃气服务， 覆盖
接驳人口超 1 亿人。

“收购新奥能源，剥离 Santos 后，新奥
股份重组已基本完成， 本次重组使得新奥
股份顺利翻开了新篇章， 迈出了转型成为
A 股市场天然气龙头公司的第一步。 ”开源
证券分析师张绪成在研报中指出。

天然气一体化趋势明显

据悉，新奥股份下游并表新奥能源后，
城燃份额约占全国天然气市场份额 9%，年
售气量达 270 亿方并维持每年 15%的增
速， 而对舟山 LNG 接收站的进一步接管，
则有利于锁定更多海外低价气源。

“新奥股份成为 A 股市场唯一布局天
然气全产业链的稀缺标的， 未来在依托新

奥能源全国城燃网络的同时不断获取上游
低成本气源， 有望从此前周期属性标的转
型为具有稳定成长属性的综合型天然气龙
头。公司受益于管网改革、上下游一体化的
产业链布局，将更具竞争力，应该给予更高
估值。 ”张绪成指出。

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佛燃能源、
中国燃气、北京燃气、昆仑能源等多家城
燃企业均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今年 4
月 17 日，佛燃能源与碧辟（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签定采购协议， 佛燃能源全资子
公司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或其子
公司向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每年采
购总量不超过 60 万吨天然气；北京燃气
天津南港 LNG 应急储备项目也在今年 4
月份获得发改委批复，该项目总投资 201
亿元， 主要包括 10 座 20 万立方米 LNG
储罐及相关配套接卸、 气化、 装车等设
施，并预留 2 座 20 万立方米储罐扩建用
地， 码头设计接卸能力达 500 万吨/年，
将大幅增加其冬季应急调峰能力及气源
获取能力。

“通过打通全产业链，形成产供储销
一体化，可以拓宽资源采购途径，降低气
源综合采购成本，同时可增强企业自身的
气源议价能力和供气调节能力，提升企业
市场竞争力。 随着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逐渐
深入， 天然气一体化体系建设将成趋势，
推动用气成本降低， 扩大天然气利用，最
终形成良性循环。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
人士说。

随随着着 LLNNGG接接收收站站布布局局向向内内河河延延伸伸，，区区域域性性运运输输需需求求稳稳增增

中中小小型型 LLNNGG 运运输输船船迎迎来来““春春天天””
■■本报记者 李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小型船运市场迎来
新空间，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我国 LNG 船
建造水平的提升。

据介绍， 目前国际主流薄膜型 LNG 运输
船，主要技术被法国公司垄断，由于设计难、施
工难、建造成本高，对船厂的要求也高，目前我
国仅有少数几家船厂具备建造能力。

相对来说，独立罐型的中小型船制造相对
容易， 成本也较低。 目前市场上被称为 LNG
船运“新势力”的 LNT-A-Box 液罐系统 LNG
运输船或将为我国造船市场带来新改变，其优
秀的性能表现已得到越来越多船东和租家的
青睐。

LNT-A-Box 液罐制造难度低， 和船体

的分开建造能够让更多的船厂具备建造能
力。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从经济性上讲，目前
A 型罐是 3—8 万方中型 LNG 运输船的最佳
选择， 更加适用于中国沿海中小型和内河
LNG 接收站。

“LNT-A-Box 船型对船厂要求不高，技术
上更简单，一般的船厂都能做，成本相对薄膜型
也能节省 10%—15%。 ”邬卫华说。

“现在 A-box 船型所有的设计都在国
内， 相当于设计建造都本土化了。 目前我们
正在为嘉兴及长江沿线的 LNG 接收终端做
设计，都是 A-box 船型。”朱越星说，“我比较
看好 A-box 的市场前景，更适合未来新兴的
中小型市场。 ”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 随着 LNG 接收终端
向沿海小型 LNG 接收站和内河延伸，LNG 船
运将出现新的细分市场。 由于 LNG 贸易船岸
匹配性强的特点，这些 LNG 接收站的配套运
输船通常都是“订制化”或“项目船”，而现有
LNG 船队的运力和船型均无法满足这个细分
市场。

据了解， 目前市场上的 LNG 运输船主
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为薄膜型，一般为十几
万方的大型船，占很大的市场比例；另一种
为独立型 ， 分为 Type A 型 、Type B 型和
Type C 型，其中 Type B 型在大型 LNG 船中
也占有一席之地，Type C 主要集中在 3 万方
以下的小型船，Type A 的适用范围则相对比
较宽泛。

“10 万方以下的中小型船，市场上很早就

有了，但更多的是大型 LNG 船的长距离运输，
对中小型船关注较少。 现在已经建了很多大型
接收终端和库区，接下来更多是在水深较浅的
地方建小库容的接收终端， 或者往内河走，大
型 LNG 运输船的市场越来越小， 就出现了新
的中小型船运市场，大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 ”
邬卫华表示。

“目前国内很多接收终端都建起来了，例
如嘉兴以及长江沿线的几个， 从经济性来考
虑， 都需要匹配 8 万方左右的中小型运输船。
我们乐观地估计了一下， 大概有十几条的需
求。 ”朱越星说，“不像沿海条件比较好的大型
接收站，17 万方以上的船舶都可以靠港卸货，
这些接收站由于需要进江或受码头及水域的
限制，并受国家政策影响，船舶舱容一般最大
做到 8 万方。 ”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市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天然气消费量逐
年递增，其中 LNG 市场占比越来越大。

尤其是 2017 年“气荒”发生以来，在相关政策推动下，我国 LNG 接
收站数量快速增长。 江苏启东、浙江舟山、广东揭阳、广西防城港、深圳迭
福等项目有序推进，并陆续投产；曹妃甸二期、舟山二期、浙能温州、江苏
滨海等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我国已投入运营的 LNG 接收站共
22 座，其中华北地区 5 座、华东地区 6 座、华南地区 11 座，均分布在沿海
地区。

根据交通运输部编制的《全国沿海与内河 LNG 码头布局方案（2035
年）》，将按照规划引导、规模适度、集约布局的原则，在长江 2838 千米通
航里程的干线航道上，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 5 个省份规划布局
6 处沿江 LNG 码头，包括武汉港、岳阳港、九江港、芜湖港、江阴港、苏州
港，服务各省液态及储气调峰需要。

“我国天然气用量增长很快，内河将是推动 LNG 消费的下一个增长
点。 ”世嘉液化天然气航运有限公司 CEO 邬卫华告诉记者，“长江经济带
占中国 GDP 40%以上，虽然有管道气，但气源单一，缺口很大；同时价格
较高也是考量因素之一，这就需要用进口 LNG 气源来补充。 目前长江沿
线已规划布局了多个 LNG 接收站， 大家都盯着未来长江经济带对 LNG
的需求增长量。 ”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朱越星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已有接
收站主要分布在沿海，未来就要在长江、内河布局了。 ”

中小型船迎来新兴市场

推升造船水平

内河将成 LNG 新增长点

近日，年接收能力 200 万吨规模的
安徽芜湖长江 LNG（液化天然气）内河
接收（转运）站项目正式开建。 与此同
时，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公司、铜陵
市综合交通投资集团公司、铜陵港华燃
气公司三方签署 “铜陵长江 LNG 项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铜陵长江
LNG 码头项目也正式启动， 建成后将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提供 LNG 清洁能源保障。
除了上述安徽省内的长江 LNG 项目外，日前，湖南省岳阳港君山港

区 LNG 接收站项目也正式开建， 其它如江阴 LNG 项目、 武汉白浒山
LNG 等项目也进入核准和码头调规阶段。 业内人士称，随着 LNG 码头
项目向内河延伸，受接收终端规模和通航条件的限制，中小型 LNG 船运
市场将迎来发展空间。

继完成新奥能源 32.78%股份收购后，新奥股份全面接管舟山 LNG接收站

城燃企业加码天然气一体化建设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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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川
西气田探明储量新增报告日前顺
利通过国家自然资源部评审，新增
探明储量 830 亿立方米。 至此，川
西气田累计探明储量达 1140 亿立
方米， 相当于亿吨级当量大油田，
将成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
支撑。

当前 ，西南石油局正在优化
川西气田开发方案 ，全力推进气
田开发建设。 中国石化/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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