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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连线

山山东东借借助助上上海海石石油油天天然然气气交交易易中中心心统统筹筹分分配配储储气气能能力力

省省级级储储气气能能力力市市场场化化调调配配迈迈出出第第一一步步
■本报记者 渠沛然

重庆试获
高产页岩油气井

本报讯 日前，中国石化勘探分
公 司 部 署 在 重 庆 的 重 点 预 探
井———泰页 1 井，在湖相页岩新层
系喜获页岩气日产 7.5 万立方米、
页岩油 9.8 立方米， 这是四川盆地
第一口在该层系获页岩油气流的
探井，证实湖相页岩具有良好的勘
探前景。

泰页 1 井位于重庆涪陵地区北
部丰都县仁沙镇，前期，中国石化勘
探分公司在该地区已完成三维地震
勘探，发现该地区油气地质条件好，
是页岩油气勘探的有利区。 此次新
发现的页岩油气藏平均埋深 2400
米，属中浅层油气，经过初步评价，
该地区有利含油气面积 843 平方千
米，页岩气资源量 2000 亿方、凝析
油资源量 2800 万吨，开辟了新的油
气增储阵地。

下一步， 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
将加强重庆涪陵北部湖相页岩油气
整体评价和部署， 力争扩大勘探成
果，实现更大突破。

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是油气勘探
专业公司。近年来，相继发现了普光气
田、元坝气田、涪陵页岩气田，还在四
川盆地及周缘取得了深层页岩气和
常压页岩气勘探重大突破。 （吴莉）

华北油田储气库群
采气量连破峰值

本报讯 1 月 6 日起，全国多地
开启“速冻”模式。1 月 1 日至 6 日，
中国石油华北苏桥储气库群日采
气量呈高位运行状态，最高日产气
量超 1000 万立方米， 创历史同期
新高； 京 58 储气库群日采气量连
破峰值，同比增长 33%。

华北油田苏桥储气库群是目前
国内埋藏最深、 压力等级最高的储
气库。本轮采气周期，苏桥储气库群
4 座储气库 19 口气井满负荷运行，
采气量同比增 30%。

京 58 储气库群因距首都最近
而被誉为京南第一库， 对保障首
都及周边地区稳定供气具有重要
意义。 华北油田加大存储天然气
力度， 前期制订采气工作计划 ，
对储气库集注站、 单井工艺设备
和基础设施等进行 “全面体检”，
加快推进关键设施的维检修工
作。 该储气库群还将科技兴库作
为重中之重，推进扩容达产，新增
工作气能力逐年提升。 目前，京 58
储气库群日采气量超 500 万立方
米，创新高。 （刘天一 熊巧红）

大庆油田油气完全
成本和操作成本硬下降

本报讯 中国石油日前发布消
息称，2020 年， 大庆油田国内原油
产量 3001 万吨、海外权益产量 931
万吨，生产天然气 46.55 亿立方米，
销售天然气 30.85 亿立方米， 油气
产量当量合计 4302.9 万吨，继续保
持稳产 4000 万吨以上，油气完全成
本和操作成本实现硬下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油价下跌
等挑战，大庆油田上下全力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质增效攻坚战和
效益实现保卫战。

油气勘探多点开花， 成果喜
人。 大庆油田坚持“油气并举、常非
并重、海陆相并进”，富油凹陷常规
油精细勘探、 致密油气规模勘探、
新区新领域风险勘探等重点领域
取得新进展新成果，全面超额完成
三级储量任务。

油气开发全程精准， 油稳气
增。 大庆油田聚焦精准地质研究、
精准方案设计、精准工艺措施、精
准管理手段，加强水驱综合挖潜，
推进三采优化提效， 主要开发指
标均好于计划。 天然气产销创历
史新高， 油田开发建设历史上天
然气日销量首次跃上千万立方米
台阶。

市场开发逆势拓展， 实现新
突破。 大庆油田坚定实施 “走出
去”战略，实现海外权益产量再创
新高， 连续两年保持 900 万吨以
上水平， 进一步巩固了内外并举
的发展格局。 国际油服业务合作
实现新突破， 市场区域进一步扩
大。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积
极推动国际市场复工复产， 塔木
察格油田全面复工复产。

提质增效落实落细。 大庆油田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和“一切
成本皆可降”理念，全力打好精准
开发、降本节支、结构调整、瓶颈技
术、市场拓展、安全环保“六个攻坚
战”， 油气完全成本和操作成本同
比实现“双下降”。 （张云普）

关注

本报讯 “是石油人领我们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幸福路……”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利用农闲输送劳动力外出打工招工
现场，青海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
村村民史全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断崖
式下跌的双重影响，为加油助力脱贫攻坚
战，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刀口向内查“病灶”
去“沉疴”，打出了高质量勘探、低成本开
发、高效益运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党
建引领创新实践的提质增效 “组合拳”。
2020 年，生产油气当量 738.46 万吨，实现

提质增效 8.45 亿元， 利润位列中国石油
国内上游业务前列。逆势上扬的生产经营
业绩，进一步夯实了决战脱贫攻坚的物质
基础，积蓄了能源扶贫力量。

在取得生产经营主动权的同时，青海
油田积极投身海西州联企兴村 “1+1”行
动，2020 年投入扶贫资金 400 万元，用于
16 个贫困村的帮扶工作。 至此，党的十八
大以来， 青海油田已累计投入 2.46 亿元
对口支援青海省脱贫攻坚，打造形成了 4
个扶贫特色品牌。

打造了特色旅游经济帮扶品牌。发掘
高原特色旅游资源， 累计投入 3000 余万
元援建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综
合服务中心和唐古拉山镇文化旅游建设

项目，并于 2020 年 7 月建成投用。尤其是
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文化旅
游项目试运营仅 2 个月就实现净利润 3.3
万元，形成了旅游经济品牌效应。

打造了联企兴村脱贫攻坚品牌。2020
年， 青海油田又划拨专款对定点扶贫村、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结对村和冷湖镇、茫崖
市等贫困村镇及城市进行对口帮扶。 其
中，都兰县西河滩下村和民和县马莲滩村
实现整村脱贫，两个村 114 户 453 人走上
了致富奔小康的幸福大道。

打造了高原特色养殖扶贫品牌。投入
专项资金，在格尔木市宝库村等不同的对
口扶贫村开展百合、枸杞、藜麦、大蒜等特
色经济作物种植和小尾寒羊、西门塔尔牛

等高附加值动物养殖，被帮扶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提升到 1.79 万元， 贫困村变成
效益村。

打造了网上营销增收品牌 。 2020
年，在投入 486 万元开展企业消费帮扶
的同时，青海油田还借助互联网的营销
优势，于年初在电商平台为天峻县龙门
乡那尔扎村注册了 “天之峻雪山畜产
店”，培训牧民掌握电商知识技能，帮助
牧民利用 GPS 定位和电子标签智慧牧
业设备对牛羊进行科学放牧管理，指导
牧民进行畜产精加工和冷链保鲜封装、
生鲜快递寄送，打通了营销渠道的“最
后一公里”， 去年村集体经济增收超 5
万元。 (李凌波 王得刚 李云)

深挖潜 增效益 助脱贫 强担当

青海油田增效“组合拳”打造脱贫攻坚新名片

新年伊始，为了新的一年持续上产增产，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针对冬季采气井管理难度大，加强现场管理力度，
采取更换设备、优化流程、改进保温方法、缩短清洗油嘴周期、降干气压力等措施。图为现场施工人员和技术指导、管理人员
顶着严寒，争分夺秒抢时间，保障天然气供暖平稳运行。 张兰君/摄

日前，山东省能源局统筹开展首批省级天然气储
备基地建设工作， 并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下称“交易中心”）对 7200 万立方米政府储气能力进
行分配，首次实现省级层面统筹社会资源、通过购买
储气服务保障政府储气的模式。

2020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
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各级各方储气能力建设责
任。 受访人士均表示，储气设施能力建设是推进天然
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应积极探
索创新机制和方法，着力提升储气能力。

一直以来，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天然气储备能
力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山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和
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为此，山东积极引导各类投资主体，通过参与政府
储气设施建设并在企业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组建了首
批 5个 LNG（液化天然气）储气站组成的省级天然气储
备基地。 希望通过形成以青岛港、烟台港为主，日照港、
东营港为辅，相互连通、辐射环渤海区域的 LNG 储运
体系，以提高保供能力和区域天然气资源灵活调配度。

据记者了解，此次通过交易中心分配的政府储气
能力包括上述 5 个 LNG 储气站。 7200 万立方米的储
气能力也仅分配给山东省内地方政府，以完成“地方
政府 3 天”的储气指标任务。

“去年山东政府以‘有库存’为重点建设省级天然
气储备基地，今年将以‘满库存’为任务提高储气能
力， 此后将不断完善运营设计将储气能力 ‘物尽其
用’，循序渐进补足储气能力短板。 ” 上海石油天然气
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汪志新透露。

“通过政府层面统筹分配效率较高，可以避免因
储气任务层层分解出现的项目小型化、 分散化的问
题。 其他省市也可以借鉴这种创新方式，公开进行储
气能力分配，地方政府按需‘摘牌’，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 ”汪志新补充说。

“我国天然气储气设施建设起
步晚、分布散，规模小。 欧美发达
国家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完善，已
形成较成熟、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
调峰储备体系和健全的管理运营
机制， 可随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
进行积极灵活的注气或采气。 借
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
储气运营模式尤为重要。 ” 某天
然气行业从业人士表示。

受访人士均表示， 地下储气
库建设短期内无法突破， 较为折
中的办法是依托接收站、 企业的
商业储备弥补。

“像山东这样此前不具备建
地下储气库条件的地区， 大多选
择建 LNG 调峰储气站。 与储气库
相比，LNG 调峰设施虽然单位储

气能力投资高、储气规模小但日外
输能力大， 适用于满足调峰总量
较小但单位时间用气量大的调峰
需求。 ”上述从业人员说，“但其稳
定性略有不足，若 LNG 接收站能
与其他现有地下储气库协同能力
分配，是个不错的选择。 ”

与此同时 ， 达到供气企业
10%、城燃企业 5%、地方政府 3 天
的储气指标压力不小。 政府在探
索保障提高储气能力方式的同
时， 多地供气企业和城燃企业在
完成储气能力建设责任、 探索市
场化运作方面已有不同尝试。

例如 ， 中海油在江苏滨海
LNG 接收站内建设 2 座 27 万方
LNG 储罐， 创建异地建设储气设
施“苏豫模式”；河南建立了首个

省级储气平台 , 计划通过租赁库
容、合资建设 LNG 储罐和自建储
气调峰中心等方式在未来建成 10
亿立方米的储气调峰能力， 满足
河南省的储气调峰能力需求。 而
重庆市为改善储气设施不足、冬
季供气保障能力较弱等难题，重
庆燃气与中石油、 北京燃气等企
业共同组建公司，目标建成 30 亿
立方米储气库。

受访人士表示， 丰富资源供
应渠道和资源调配方式有助于提
高区域储气调峰能力， 稳定市场
供应。 “储气设施发展完善还需要
更多政策引导， 保证企业效益可
持续性。 ‘十四五’期间天然气储
备能力将有长足发展。 ”上述从业
人士说。

目前， 我国天然气市场化特点
逐步显现：淡旺季价差大；管道气竞
价、LNG 保供预售、境外 LNG 交易
等新型交易模式并存。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工程经济
研究所所长徐东则表示， 当下我
国储气调峰体系仍面临调峰能力
不足、 商务模式不明确和配套细
则不落地等问题。 “在配套细则
上， 如何认定调峰气仍然存在争
议，且库容租赁细则仍未明确，利
益分配不明确影响了部分企业积

极性。 ”徐东认为。
中国石化天然气战略研究中

心高级工程师粟科华建议， 应就
气源来源认定、 调峰量确定以及
不同调峰范围气量定价等方面出
台细则，保障储气设施收益，并对
储气调峰能力建设提供资金和政
策支持。 对于 LNG 接收站，可考
虑根据实际接收量进行增值税返
还或减免。 对各环节用户，超过国
家考核标准建设的储备气量给予
一定补贴等。 “进一步完善上下游

气价联动机制， 做好需求侧用户
管理。 应增加自备储气能力建设，
引导用户主动参与调峰。 ” 粟科
华指出。

业内人士建议，未来应推进项
目手续办理，积极争取政府对储气
调峰设施建设运营的政策优惠、垫
底气资金补贴、所得税增值税进项
税返还等政策，并加快设施建设进
度、降低投资运营成本，提高项目
盈利能力，进一步促进储气设施建
设和储气能力提升。

政府统筹按需“摘牌”

重视 LNG 调峰作用

西西北北油油田田多多举举措措保保障障天天然然气气供供暖暖

储气调峰机制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