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责编：戴琳 美编：鲁敏 ENTREPRENEURS' DAILY
关注2 Focuses

荩荩荩咱上接 P1暂

科技之剑长驱直入。评层选区、分析实

验、地震勘探、测井评价的页岩气地质评价

技术日趋完善，证实了盆地龙马溪组、筇竹

寺组页岩含气，确定了长宁、威远两个有利

区，经国土资源部审定，探明地质储量

1108.15 亿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 277.04 亿

立方米。

能否拿得出产量，技术是开山斧。“岩石

就像是人的肌肉，而天然气就是肌肉中的血

管，开发常规的天然气是在静脉中采血，而开

发页岩气就如同直接从毛细血管中采血，难

度可想而知。”蜀南气矿副总地质师彭海瑞如

说，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须走“中国制造”

之路，积极自主创新。

一份收获，几多汗水。2014 年实施规模建

产，2016 年 9 月启动深化评价和规模上产，创

造了第一个页岩气工厂化作业平台、建成国

内第一条页岩气外输管道长宁外输管线等 10
多项国内第一，填补了国内空白，突破了出气

关、技术关和规模效益开发关。

卧薪尝胆，奋力自主创新，页岩气开发形成

复杂山地水平井组工厂化作业等六大主体技

术，实现了关键工艺、工具国产化。其中，页岩气

开发应用的桥塞、水平井压裂等技术全部实现

国产化，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

掌握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的国家。

持续攻关地质—工程一体化，培育高产

井。推广高性能油基钻井液、清洁压裂液等新

工艺技术，单井综合成本大幅下降，页岩气井

均测试日产量由 11.1 万方提高到 21.9 万方，

井均可采储量提高 1 至 1.1 倍。其间，长宁

H10-3 井成为中石油第一口产气量超过亿立

方米的页岩气井。

蜀南大地，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水平继

续领跑在国内前沿。

革故鼎新 活力勃发入佳境
页岩气，新领域，新机制,新模式。长宁区

块的生产作业“大蛋糕”，成立了我国第一家

企地合作开发页岩气的企业———长宁页岩气

公司，同时吸引了中石油、中石化及国外油气

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在此云集。

作为属地管理的蜀南气矿，始终发挥着

示范区生产建设主力军作用。

协调是开路先锋。蜀南气矿在 2017 年专

门成立了川南地区土地供给与对外协调工作

组，为页岩气勘探开发赢得内外部鼎力支持。

为全力保障示范区上产，蜀南气矿搭建

专业化对口支撑平台，成立长宁页岩气专职

作业区，调动气矿工艺研究所、维修抢险中

心、信息自控中心、试修作业中心、汽车服务

中心等多方力量，形成“1+5”的运行保障体

系。

规模化生产，人员的保障是关键。为此，

气矿加快中心站建设进度，优化组织结构，将

江安采气作业区 11 个井站班组，逐步收编缩

编成 3 个中心站。在乐山采气作业区有 21 个

井站班组，5 个中心站全面辐射管理，富余人

员全部上新区。

优化组织，创新创效。通过数字化技术

集成，按照“一个气田、一个控制中心、一个

倒班公寓”的运行模式，实现了宁 201 井、威

204 井区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和井

站的无人值守，凸显“互联网+工厂化生产”

优势，为国内页岩气规模开发树立了新样

板。

页岩气开发，水是动脉血液，电是中枢神

经。长宁区块 4 个转水泵把南广河水引到海

拔最高达 1300 多米钻井平台，如同一道“天

梯”，深度考验着蜀南石油人环境保护的能

力，至今保持了页岩气井的“零外排、零污

染”。

“于国于企于民，我们都必须有更宽广更

强大的担当。”西南油气田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蜀南气矿矿长唐建荣掷地有声，“页岩气快速

上产对西南油气田决胜 300 亿至关重要，我

们将致力主攻 4000 米以浅核心技术，进一步

理顺多种开发及经营管理模式，完善“1+5”专
业保障体系，在川南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中

发挥核心支撑作用。”

姻 丁玉萍 胡强

今年 40 岁的吴登亮，是西北油田分公司

采油主任技师、采油二厂管理一区运行中心

主任。他个头不高,颜值不低，语速很快，目光

坚毅，做事干练利索，是那种精干帅气的男

人。他还是“吴登亮创新工作室”主持人，西北

油田分公司“技术标兵”，中石化“青年岗位操

作能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

有了这么多头衔之后，厂里多次调他进

机关，他拒绝的理由很独特：“我干的是采油，

灵感来自一线，创新舞台也应该在一线。”

每口油井都是有灵性的

采油管理一区有 387 口油井。在吴登亮

眼里，每口井都有生命、有灵性，他们有自己

的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交

谈，可以倾听，可以诉说；同时又是有性格的，

如果怠慢它、轻视它，就会耍点小脾气、闹点

小情绪。

吴登亮把油井当成好朋友、好伙伴，特别

是那些异常井更让他牵肠挂肚。YK1 井，是

吴登胜负责的第一口井。这口井首此使用外

涂层防护油管。为了不损害涂层，吴登亮坚决

不让使用机械卸车，车上 4 人，车下 4 人，一

根一根地转移着。从日出到日落，他们将油管

整齐地码放在钻台下的油管桥上。10 根 1 露

头，一共 570 根，重 52 吨。原本 2 天下完的

油管，却整整下了 6天。吃饭的时候，他们的

手抖得直掉筷子，但没让油管抽破一点皮。

真正让吴登亮声名鹊起的是在 S86 井。

当时，两组营房、一套餐车、7 个人、1 辆皮卡

车、两台 4135 发电机，从此有了“加强班”这

个称谓。他就是这个加强班班长。该井距离

队部 50 公里、厂部 80 公里，是个“行走两腿

泥，吃饭一嘴沙”的地方。他带领弟兄们创造

了日产 330 吨单井记录，696 天的坚守，23
万吨原油的贡献，使班组获得“全国青年文明

号”。S86 井成了采油厂、分公司标准化井站，

从此站场标准化推进有了示范点。

工作室的风景最美好

每周一的 21 时，无论多忙多累，采油管

理一区的王文强总会准时地到“吴登亮创新

工作室”，让吴登亮帮忙指导他自己的创新项

目。

在采油管理一区，有王文强这样习惯的

职工还有很多很多。

吴登亮办公室门上，镶嵌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总工会颁发的白底红字的“职工（劳

模）创新工作室”奖牌。这是属于他的世界。他

在这个世界里有过天马行空，也有过寸步难

行，他思考，他冥想，他远足，他攀登，他经常

和同事一起在这里领略技术高峰上的无限风

光而留恋忘返。

2009 年，吴登亮研制成“掺稀柱塞泵油

封技术改造”项目，大大减低了职工劳动强

度，年累计节约成本 186 万元。同年 8 月，采

油二厂成立“吴登亮创新工作室”，又一次点

亮了他的人生。

“创新工作室发挥出辐射引领作用，攻关

活动更多地成为一种‘集团化’作战，许多难

题就会迎刃而解。”吴登亮介绍说，“过去的

10 年，我完成了 10 多项革新成果，而工作室

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10 项。”

吴登亮创新工作室先后获得“光杆盘根盒

密封导向装置”等 15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

2 项发明专利，年节约成本 1500 万元。《提高

抽油机调冲程时效》课题在中石化集团公司

评审中，荣获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

由一点亮到一片亮

“有难题，找吴大师，他肯定有妙招。”在采

油二厂，吴登亮有一大批“粉丝”。

有人说，吴登亮是傻子，把技术无私传授

给弟子们。吴登亮却说，要带出更多的工匠，

由一点亮到一片亮，让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吴登亮采取集中授课、现场讲解、实际操

作三结合的方法，把新工艺、新技术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职工。对于新分职工和转岗职工，他

手把手地传授经验；对技术熟练职工，实施项

目带徒，引导他们参与单位课题攻关、成果研

制与开发，使青年技术人才得以快速成长。

争当“技能型创新型职工”，成了二厂人

的新时尚，学技术、练本领、立足岗位搞革新

蔚然成风，涌现出了张志刚、马坤、方婷等一

批“土专家”。他所带的徒弟中，有 8 人取得技

师、高级技师资格，13 人走上副科级以上领

导岗位，16 人获得技术能手称号，60 人当上

了班站长。

据统计，采油二厂 3 年间就有 81 名职工

拿到自学和成人教育毕业证书，职工每年提

出的合理化建议都在 1000 条以上，创经济效

益达 4000 多万元。仅 2017 年，完成“14 型抽

油机手动液压悬绳器总成的研究与应用、光

杆密封盒盘根导向装置、7-1 计转站计量加

热炉前端加装过滤器等 8 项创新、创效成果，

年节约成本近 2500 万元。

姻 谭启孟 弋永杰

能否走出一条矿绿沙退的绿色发展之

路？答案是：能。

现在，只要到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巴彦高

勒煤矿走一趟，就能找到答案。

在内蒙古茫茫毛乌素沙地边缘，巴彦高勒

煤矿绿化地的格桑花已一片一片，甚是好看。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既要企

业发展，更要矿绿沙退。近年来，我们始终把

环保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积极落实各项环保

措施，采用源头控制、消除煤尘、绿化种植三

招，全面治理矿区环境，确保了矿井绿色、健

康发展，给沙漠添绿，给天空增蓝。”淄矿集团

总经理助理、黄陶勒盖煤炭公司巴彦高勒煤

矿矿长侯西华说。他们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矿绿沙退的友好性型发展之路。

源头控制根源解决，环保走在生产之前。

巴彦高勒煤矿以“开采绿色生活”为引领，从

生产的源头控制，让环保更加简约高效。他们

先后投资 17万元，对原煤运输系统采取全封

闭式优化管理，从根子上杜绝了运输过程中

煤块洒落和煤尘外扬的现象。为了消除火车

装运和煤仓集装产生的落地煤，他们建成了

容量达 11 万吨的储煤仓,商品煤实行全仓储

管理。运煤重车和空车分道行驶，缩小了车辆

遗煤区域，减少运输扬尘，定期冲刷运煤专

线，真正达到“生产煤却不见煤”的标准。不仅

如此，他们还在地面搅拌站建设了砂石堆料

储存棚，在煤泥烘干厂建设了湿煤泥棚，预计

将分别于 7月 20 日和 8 月底投入使用，把地

面粉尘关进“箱子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期坚持就能沙

退绿进。该矿牢固树立“人人有责、爱绿护绿”的

环保意识，加大绿化种植，让矿区更加和谐。他

们先后组织人员在矿区内外的沙地大量种植乔

木绿植，既美化了周边环境，也能防风固沙。巴

矿人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砍头柳”进行绿化，

矿区外的沙地被大片绿化。“现在，在矿区外的

运煤路上，经常能看到以前几乎绝迹的野鸭、野

兔和野鸡。”经常拉煤的司机张涵凯说。

他们大力开展“营造良好矿区环境、我们

年轻人在行动”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和机关员

工集中对矿区周边的白色垃圾等进行拾捡和

清理，对矿区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他们积

极打造“蓝天白云、水清矿绿”秀美矿区，有效

利用土地资源，在树木旁边种植格桑花和梭

梭树，种植区域有专人定期护理，保护绿色植

被健康生长。矿区内的生活垃圾固定存放，分

类处理，保证矿区内外环境干净整洁。“这是

我们前几年种下的草木，现在变成了‘绿洲’，

这是职工避暑休闲的好地方。”该公司后勤服

务中心主任司志玉指着一片绿意盎然的林

地，很有成就地对笔者说。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该矿在洗煤厂安装

2 台风炮除尘器，在煤场周围安装了 8 米高

的防风抑尘网共计 8000 平方米，有效避免了

生产粉尘外扬的现象，坚决消除煤尘对环境

的影响。对于运煤专线、联络道路产生的扬

尘，他们投资 63 万元购进两台洒水车和一台

清扫车 24 小时循环作业进行清扫。同时，他

们在停车场门口装设水雾喷头，对进入矿区

的运煤车辆免费冲洗。据了解，该矿的污水处

理和锅炉改造项目在水气治理方面都取得的

良好的成绩，结合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总结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矿”环保经验。

“绿色矿山是我们打造‘美丽新巴矿’的

目标之一。环境改善了，我们也是最直接的受

益者。营造绿色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我们巴

矿人一直在行动。”该矿供电与环保节能中心

主任张辉说。

中国兵器北重集团近期成功中标中国机

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总包的巴基

斯坦吉航 1263 兆瓦超超临界燃机电站 P92
四大管道项目。这是北重集团 P92 钢管首次

应用于海外燃机项目，也是北重集团参与

CMEC 承建的首个 H 级燃机电站项目，更是

北重集团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巴

基斯坦“明珠”工程的真实写照。

据悉，巴基斯坦吉航（Jhang）1263 兆瓦液

化天然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位于巴基斯坦旁

遮普省，将建设一套“二拖一”9H 燃机联合循

环发电机组，在 2019 年建成投产后，将成为

该国最大的燃气电厂，每小时可发电超过

126 万度，相当于巴基斯坦近 400 万户家庭的

用电总量。

中标该项目，标志着北重集团生产的 P92

正式走出国门，成为海外燃机项目领域内的

合格供应商，在海外市场取得新拓展。北重集

团生产的 P91、P92 钢管凭借良好质量、稳定

性能，已使我国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四大管

道”成功实现国产化。依托世界首台首套 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北重集团 P91、
P92 钢管年生产能力达 12 万吨，可生产直径

350 毫米至 1200 毫米、壁厚 20 毫米至 150 毫

米无缝钢管，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冶金、航

空、船舶等众多领域，完全可以替代进口。

截至目前，北重集团无缝钢管在华电句容

电厂、江苏南通电厂、神华宁煤集团煤制油化

工公司、中广核防城港核电站、中核福清核电

站等国内外 300 余个项目中得到应用，累计

取得超过 130 台火电机组四大管道的供货业

绩。 渊刘文婷冤

安徽智谷公司：
煤企向电子商务的
成功转型

作为中煤新集公司第一批煤矿企业去产

能转型发展项目，一年多来，安徽智谷公司抢

抓“互联网+”发展机遇，依托现有资源，强化

招商引资，在电商物流园建设上不断发力，发

展之路越走越宽。

园区规划科学规范遥 根据经济发展趋势，

积极调研转型发展方向，确定利用现有资源，

建设完整产业链的大商贸、大物流基地、电商

创客孵化基地、人才技术培训基地、仓配一体

化基地，探索出一条“从矿区到园区”的科学

发展之路。产业园规划立足“高”“新”，合理

划分快递园区、综合办公区、电商产业区、仓

储物流区等四个功能区域。突出产业特色，优

化资源配置，重点发展电商、物流、培训、服务

等相关产业。一期改造工程，总改造建筑面积

18700 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 5940 平方米，二

期新建工程，总建筑面积达 73750 平方米。

园区建设持续发力遥 充分利用电商物流

产业发展政策，依托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市

场，在招商引资方面围绕产业，大胆尝试，成

功引进了安徽邮政集团公司凤台分公司、邮

乐购、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农村电商平台淘实

惠、乐村淘等多家具有影响力的知名电商物

流企业，为园区健康持续发展搭建了良好的

电商、物流、产品经济产业链。重点引进凤台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成功争取运营权

力，有助于整合政策、物流、电商、产品、渠道

等各方优质资源，把电商企业、快递物流、冷

链仓储等众多项目链接成一条紧密互补的产

业链，为园区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人才培养成绩喜人遥 把人才当作支撑发

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当作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园区十分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制定

人才优先发展和人才资本优先积累措施，积

极打造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先后抽调优秀

青年到先进园区调研学习，积极参加各种专

业培训，邀请专业讲师现场授课，人才培养成

绩喜人。参加安徽省第一届电子商务技能大

赛，获得县办产业园组一等奖，个人组二等

奖、三等奖的优异成绩，为下一步争取周边县

区电商服务中心营业权，利用技术输出提升

经济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力打造园区品牌遥 产业园已被列为“电

商安徽”重点推进项目、凤台县招商引资重点

项目、凤台县青年创业就业见习基地，获得淮

南市 2017 年电子商务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尤其是凤台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

顺利入驻，大大提高了产业园品牌知名度，多

家电商公司递交入驻意向，已在园区成功举

办了多期电商扶贫培训班、旅游产品评优会、

专场招聘会等活动。

创新发展稳步推进遥 思路决定出路，举措

决定发展。安徽智谷公司将牢牢把握发展机

遇，以安徽省兴农扶贫项目为契机，运营好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加快区域优质资源整合，大

力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

行、乡镇网点建设等工作，开展电子商务培训工

作，培育壮大电商从业人员队伍，推动区域电

商产业发展。强化品牌意识，依托县级龙头企

业，推进本地特色农产品建设，促进农产品网

上销售，强力打造“智谷”品牌形象，建成省级

综合电子商务产业园。 渊代宜喜 张志坤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吴登亮：我的岗位在一线

-800 米井下的自动化智能安全管控
安徽淮北矿业桃园矿通过在 -800 米井下无极绳运输系统采取无线远程视频监控，

并配合无极绳操作系统，实现了无极绳启动运输、精确停车定位的全过程安全管控，在

减少岗位人员、消除安全威胁的同时，物料运输效率提升近 2 倍。图为该矿职工对井下

无极绳运输系统装置进行日常检修维护。 陈敏奎 摄影报道

给沙漠添绿 为天空增蓝

巴彦高勒：绿色矿山“惹人醉”

中国兵器北重集团P92钢管首次“出海”
助力巴基斯坦“明珠”，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贵州中烟贵定厂
及时部署国务院关于
安全防范的紧急通知

根据 7 月 6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

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防范工作

的紧急通知》要求,7 月 10 日, 贵州中烟贵定

卷烟厂下发《关于抓实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

通知》，对当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

通知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和暑期，安全

风险加大，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严格落实各项责任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重

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强调，一是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强

化安全红线意识。二是加大风险提示的告知、

消除安全侥幸心理。三是深化重点区域的排

查、确保防范万无一失。四是加强应急响应和

处置、严格执行领导带班。

通知要求，一是要强化“一把手”责任，切

实把安全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真正担负

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二

是要做好防范应对，面临高空、交叉作业人员

要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安全提示告知，密切配

合、上下联动，全方位做好各项防范工作。三

是要深刻汲取教训，突出重点区域、重点环

节，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要强化生产监

控，有针对性落实防控管控措施。四是要严格

执行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应急

值守，保证通信畅通，时刻保持应急状态，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有力有序有效应对处置。五是

面临“搬新厂”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各级领导干

部要积极行动、靠前指挥，加大安全督导检查，

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责任，结合生

产、搬迁，加强安全风险评估，摸排查清重大风

险隐患点，集中力量进行整改，全力化解风险

隐患。六是加强重点区域的监督检查，强化安

全责任和措施落实，迅速开展自查自纠，对关

键环节、重点岗位要逐一检查落实安全防控

措施，严防发生重特大事故。 渊李泽平冤

荫 吴登亮检查油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