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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企业如何度过行业严冬？
■本报记者 渠沛然

中石化首次接卸世界
最大 LNG运输船

本报讯 日前 ， 来自卡塔尔的
Q-MAX 型 LNG（液化天然气）运输
船“阿尔玛菲娅”号，成功靠泊中国石
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码
头。 这是中国石化首次接卸世界上船
体最大、设施最先进的 LNG 运输船；
该船同时也是天津接收站今年接卸
的第 100 艘 LNG 船。

Q-MAX 型 LNG 运输船设计装
载能力 26.6 万立方米， 折合天然气
1.6 亿立方米，相当于 80 万户家庭一
年的用气量。 与常规船型相比 ，Q-
MAX 型 LNG 运输船具有可提高码
头利用率、 降低船舶运营成本和能
耗、减少船舶污染物排放、降低 LNG
运费等显著优势。 目前全球仅有 14
条 Q-MAX 型 LNG 运输船在运行。

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 ，是
国家“十三五”重点工程项目，一期年
接转能力 600 万吨， 相当于 80 亿立
方米天然气，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气
源之一。

今年以来， 天津 LNG 接收站聚
焦保障华北地区天然气安全稳定供
应开展攻坚创效，月接船量维持高位
运行 。 此次成功接卸 Q-MAX 型
LNG 运输船， 为中国石化靠泊巨型
LNG 运输船积累了宝贵经验。

据悉，供暖季期间 ，中国石化现
有天津、 青岛两座 LNG 接收站将实
现满负荷接卸，同时还将充分利用国
家管网公司公平开放的 LNG 接收
站，预计接收进口 LNG 资源超过 90
亿方。 （吴莉）

准噶尔盆地油气
勘探获重大突破

本报讯 日前， 从中国石油新疆
油田传出喜讯：部署在准噶尔盆地东
部阜康凹陷的风险探井康探 1 井获
重大突破， 三层均获高产工业油气
流。 乌尔禾组二段日产油 133.4 立方
米，日产气 6000 立方米；乌尔禾组一
段日产油 158 立方米，日产气 1.12 万
立方米高产； 二叠系芦草沟日产油
24.1 立方米，日产气 1.44 万立方米。

准噶尔盆地东部油气勘探始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会战十年，发现了准东
油区。之后近三十年，一直围绕凸起坚
持勘探， 偶有发现， 但始终未获大突
破。 从 2015 年开始，新疆油田勘探人
积极谋划盆地东部下凹规模勘探，按
照地震先行原则， 陆续部署了多块高
密度三维地震， 为搞清阜康凹陷坡下
二叠系地层结构奠定了坚实资料基
础。 2017 年，股份公司设立专项课题
开展准噶尔盆地上乌尔禾组整体研
究，发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整体优势，
由新疆油田牵头组织成立了一体化团
队攻关，通过整体研究，认为阜康凹陷
具备形成“大油区”的石油地质条件，
落实有利勘探区带 10 个，有利勘探面
积上万平方千米， 发现了上乌尔禾组
一段规模高效勘探新领域， 认为阜康
凹陷上乌尔禾组实现战略突破的时机
已经成熟，整体部署 3 口风险探井，优
先实施康探 1、康探 2 井。

康探 1井的成功，标志着准东地区
油气勘探取得历史性突破，实现准噶尔
盆地东部油气勘探由源边凸起带向源
内凹陷区战略转移，坚定了盆地上二叠
统 5.5万平方千米统一坳陷湖盆区大型
地层-岩性油气藏领域整体突破的信
心， 有望形成规模增储东西并进新格
局，对新疆油田公司加快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为中石油原油 1亿吨稳产进一步
夯实资源基础。 （石文）

中国石油首个
碳中和林揭牌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中国石油第
一个碳中和林———大庆油田马鞍山
碳中和林揭牌，标志着中国石油坚决
贯彻落实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
标，推动中石油集团公司绿色转型发
展，全面加强森林碳汇业务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 建设马鞍山碳中和林，是
大庆油田响应集团公司号召，推进企
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石油首个碳中和林项目 “落
户”大庆，对大庆油田生态建设开拓
新领域、 创造新业绩具有深远意义。
大庆油田十分重视，安排油田绿化办
牵头组织， 精心挑选地块和适应力
强、景观效果好、碳汇功能大的落叶
阔叶乔木、常绿针叶乔木，兼顾生物
多样性原则混交种植，预计栽植乔木
2.126 万株，分两期完成，总面积 510
亩，用于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运营碳中和。

负责本次碳中和林建设的大庆油
田生态环境管护公司，是目前中国石油
规模最大的全产业链绿化企业，具有较
强的专业优势和技术实力。 （潘国良）

关注

中石化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在冬季供气高峰期，加大对压缩机、脱水撬、水套炉等重点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并紧紧围绕气井生产，优化
气井管理，精细维护设备，确保冬季安全生产、平稳供气，全力冲刺超产目标。 截至目前，天然气产销厂累计完成天然气生产 2531 万方，预计
全年完成年度气量 2880 万方，超出计划任务 680 万方。 图为员工在 1 号集输站检查设备、调整参数。 马洪山/摄

本报讯 入冬以来， 作为我国西南地
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供应企业，中国石
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日产量保持箭
头向上。

11 月 9 日，西南油气田公司工业天然
气日产量突破 9716 万方， 较去年同期增
加超过 1000 万方， 创历史新高。 预计 12
月中旬将突破天然气年产 300 亿方，建成
300 亿战略大气区。

11 月 10 日 ， 国内注采能力最强的
气藏型地下储气库相国寺储气库开启

调峰采气工作 ，5 口井瞬产量达到 400
万方/日。

该公司各区块全力生产， 备好 “气
仓”， 为今冬明春天然气调峰保供蓄足能
量，保千家万户温暖过冬。

川中油气矿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
截至 11 月 13 日，天然气日产量超过 3400
万方，年产量超百亿方，正向着“全面建成
千万吨级油气矿”目标迈进。

重庆气矿坚持低成本高质量发展战
略，今年累计产量超过 20 亿方，正积极采
取多种增储上产措施，奉献绿色能源。

蜀南气矿持续推进 “页岩气规模建
产、高石梯高效开发、老气田稳产保效”三
大工程，截至目前，全年累计生产天然气

超百亿方。
川西北气矿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老区提产量、新区控规模，加快推进致密
气勘探开发 ，重点围绕 “川北新区扩产 、
川西致密气上产、 新区火山岩攻关和中
坝储气库推进工程”开展工作，天然气年
产量超 12 亿方。

川东北气矿抓好高含硫气田勘探开
发、老气田挖潜增效工作，建立“气矿-中
心站”直线调度管理模式，推行中心井站
集约化管理改革，着力提质增效，天然气
年产量超 6 亿方。

西南油气田公司加快冬季产能建设
节奏， 安岳气田和川南页岩气将在年底
集中投产一批新井， 助力公司产能再上

新台阶。 今年相国寺储气库储气能力创历
史新高，已经开启调峰采气工作，充沛的
储气量为冬季采气调峰增添底气。 完善区
域管网建设，年内即将投产高磨区块 3 条
集气复线和成眉支线，增强区域天然气输
供能力。 在入冬前完成了宣汉净化厂，忠
县净化厂等设施设备的检修工作，确保能
在今冬明春天然气需求高峰期满负荷生
产，发挥最大供气能力。

今年以来，西南油气田公司积极促进
区域用户复工复产，用户基本克服疫情影
响，实现满负荷生产。 最新数据显示，公司
每天供应区域工业、 民生用气量约 8300
万方，约 2200 万方/日天然气上载全国大
管网，为冬季保供做出贡献。 （梁庆沙）

一线传真

西南油气田“气仓”满满迎冬供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下跌等
多因素影响，石化行业上半年实现营
业 收 入 5.07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1.9%；利润总额 1416 亿元、同比下
降 58.8%； 进出口总额 3054.7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4.8%。 这三组数据同
时大幅下降史无前例。 临近年底，石
化行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0.5%、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4.5%，恢
复情况不及预期。 ”

“值得一提的是， 炼油板块以及
中石化、中石油已扭转上半年亏损的
状态，一批石化企业下半年以来每月
盈利逐月增加。 因此，总体来看行业
发展较为稳定，效益逐步改善，外贸
降幅收窄。可以肯定的是行业年内继
续向好，但是挑战仍很严峻，全年由

降转增难度很大。 ”
在日前举办的 2020 中国能源

化工产业峰会上， 多位业内专家用
数据展示了石化行业正经历阵痛 。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如何
培育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发与会
专家热议。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市
场与信息部主任祝昉表示，尽管目前
国内石化行业仍面临油气资源、化工
原料和高端产品存在较大缺口的挑
战，但以国内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将是石化行业未来最大机遇。石化行
业未来挑战在、机遇在、市场在。陆续
上马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对石化行
业前景具备信心的表现，重视国内消
费市场、挖掘差异化需求尤为关键。

中中原原油油田田 精精细细维维护护确确保保冬冬季季平平稳稳供供气气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疫情让炼化业步入
了整合时代，同时将产能过剩加剧、利润率
被挤压、 老旧炼厂技术落后等问题被放大，
未来行业将进入由“现代化、低成本、高效低
碳”主导的整合时代。 绿色创新和培育现代
石化产业集群是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上
“好日子”的关键。

傅向升表示， 绿色发展是必然选项，要
坚持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综合治理，加大绿
色清洁工艺和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规
范开展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以及
绿色设计和绿色供应链的评价与推广示范
力度， 加快废弃物资源化再生循环利用，不
断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各企

业和石化全行业绿色发展的水平。
目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

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改变了炼化业务模式，推
动石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疫情之中，人工智
能为诸多流程性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进步和
变革。 无智慧，不炼厂，在不远的将来，智慧炼
化将成为推动产业革命性进步的最大利器。

傅向升指出，要抓住“双循环”的战略转
变，通过多渠道保障国内供给能力来“稳链”，
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来“补链、强链”，通
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对接和协同来 “延链”，加
快补短板、提高石化产品内循环的能力，重塑
石化产业“双循环”的新格局，培育石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我国因石化产品存在长期结构性短缺，
造成有机化学品、合成树脂、专用化学品，尤
其是高端石化产品每年大量进口。 目前，炼
化企业从以生产成品油为主、大宗石化原料
为辅的传统一体化，正在转向多产高附加值
产品和延伸石化产业链的新型一体化。

一方面以恒力、荣盛、盛虹等为代表的民
营企业集中建设的大型炼化一体化相继投
产。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纷纷布局中国，巴斯
夫在湛江、 埃克森美孚在惠州分别独资 100
亿美元建设新材料基地、中海壳牌三期，利安
德巴塞尔与宝来石化在辽东湾， 萨比克与福
海创在古雷都在规划拟建炼化一体化装置。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
向升也指出，国内也力争“十四五”五大产业
集群初具轮廓，2035 年打造成为中国版的墨
西哥湾、裕廊岛这样的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
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石化基地。

“主要石化产品产能快速增加值得关注，但
与此同时炼化一体化带来的成本优势以及广
阔的市场潜力不容小觑。 ”祝昉说。

荣盛国际总经理助理许津认为， 炼化一
体化具备装置大型化、工艺流程优化、产品高
端等天然优势。 “更重要的是大型炼化一体化
项目投产后将会带来全新的、 更低的成本标
杆。 4000 万吨/年的项目与 200 万吨/年的项
目相比每日成本差大约在 4 万美元左右，一
个周期运行四至五年，差距显而易见，一体化
项目将带来碾压式的成本优势。 ”许津说。

“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就像拼乐
高，比如作为核心的乙烯装置在运进工厂时
就已经组装完毕， 工厂只需要最后的搭配、
组装、链接和智能化，这一过程就可以减少
巨大的成本。 ” 许津表示，“随着一体化和存
量市场的较量，未来 3-5 年，成品油和石化
产品市场重组雏形完成。 ”

一组贸易数据揭示了目前石化
行业现状和存在的短板。

祝昉指出，目前石油天然气贸易
总额 2828 亿美元， 逆差 2788 亿美
元， 其中原油 2383 亿美元， 天然气
406 亿美元。 原油加工贸易中，只有
成品油和石蜡顺差， 其余燃料油、石
油气、润滑油等皆为逆差。

“能源与资源是石化行业存在的
短板。 石化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 祝昉指
出，“上游过剩、 下游短缺明显。 此
外，石化行业高端产品少，低端产品
多，同质化严重，技术创新成果在工
业化应用效率偏低。 加之产业集群
效应不明显， 很多企业还未进入园
区游离在外。 ”

多位业内专家建议行业在提供
原料的同时， 要关注下游需求细分，
轻工、纺织，包括制鞋等下游出口导
向型产品，深入挖掘市场需求。

“从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到 ，要加
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
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尤为重
要。 ”祝昉指出，“石化行业不应该仅
转向高端产品， 中低端消费群体和
基础产品市场同样值得关注。 新环
境下 ，城镇化发展需求 、银发经济 、
低收入群体需求、 环保等多样化要
求终端消费市场对石化产品的需求
仍然坚挺， 中国要由世界工厂向世
界市场转变。 ”

绿色创新培育新优势

发挥一体化成本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