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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矿山”建设的智力支撑
P2

广告

———山能枣矿付煤公司奏响职工素质提升“三部曲”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友军 毛力平冤 6 月 11
日，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两会”及四川省服

务业发展大会精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

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四川省和中

国贸促会共同举办“优化营商环境线上政企

对话会（四川专场）”。会议由中国贸促会主

办，四川省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投资促进中

心共同承办，在北京和成都分别设主会场，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直接对话交流。

会议聚焦疫情形势下的外商投资促进与保

护，通过前期网上调研、政企对话交流、投资

政策宣介、线下跟踪答疑等形式，共同探讨、

解决企业现阶段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释放外商投资企

业在川发展活力。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四川省政府

副省长李云泽出席对话会并致辞。中国欧盟

商 会西 南 分 会主 席 保罗·塞 维 斯（Paul
Sives）、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赵汤（Tom
Simpson）作交流发言。四川省贸促会会长黄

莉出席会议。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经济合作

局分别介绍了四川省经济形势、投资环境及

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德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总领事鲁悟刚（Wolfgang Rudischhauser）、
奥地利驻成都总领馆商务领事穆娥（Birgit
Murr），以及希腊驻华大使馆、瑞士驻成都总

领事馆、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爱尔兰驻上

海总领事馆官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韩贸

易振兴公社、韩国贸易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马来西亚外贸促进中心、加中贸易理事

会、波兰投资贸易局、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

和飞利浦、沃尔玛、家乐福、思爱普、默沙东、

百胜、百威等 66 家外国机构和知名外资企业

代表，新华社、人民网、四川日报、四川观察等

媒体记者共 180 余人参加会议。

陈建安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的势头

没有改变，外资企业在中国机遇良多、发展前

景广阔。贸促会将继续发挥上接政府、下连企

业、沟通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利用在全国各

地设立的营商环境监测中心，积极反映企业

问题及诉求，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希望通

过本场对话会，搭建在华外资企业与四川省

直接对话的平台，交流现阶段企业在华经营

状况和有关问题诉求、意见建议，并进一步关

注四川、了解四川，赴川投资兴业，实现共赢

发展。

李云泽首先感谢中国贸促会对四川工作

的关心和支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打出一套防疫

及恢复发展“组合拳”，疫情防控所取得的阶

段性重要成效及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的情

况。他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营商环

境的不断优化。四川下一步将着力在提升市

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上下功夫，坚决破

除制约发展的障碍藩篱，完善市场有序、政府

有为、企业有利的机制体制。他表示，四川有

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深厚坚实的要素支撑、

对接国际的开放空间、叠加落地的政策红利，

发展态势向好，合作前景可期。欢迎大家来川

投资兴业、旅游休闲，共同把四川打造成为营

商环境高地、事业发展福地。

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主席保罗·塞维

斯（Paul Sives）、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赵

汤（Tom Simpson）均表示，四川是片充满机遇

的土地，近年来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特别

是政府重视为企业提供支持，“双城经济圈”

概念下市场更加庞大，愿意积极向相关企业

宣传推介四川。

会上，威立雅、贝朗医疗、意法半导体、史

密斯集团、丹纳赫中国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等近 10 家外资企业和机构代表结合自身实

际，围绕当前形势下四川省对外资企业的帮

扶政策、行业发展政策与法规的优化、营商环

境的改善与提升、“后疫情”时代四川基层医

疗卫生体系建设、医药和医疗服务项目招标

采购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问题和意见建议，

省发展改革委、司法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经济合作

局、省医保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现

场解答。成都市锦江区、青白江区分别推介了

白鹭湾新经济总部功能区、青白江铁路港。

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对话会是中国贸促会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优化

营商环境的年度重点活动，今年在全国共举

办 3 场，分别是山东、四川、广东专场。此次

“四川专场”是第二场，是四川作为中西部外

商投资首选地首次举办，也是中西部首场。

■ 张俊 李弘艳

截至 5 月底，西北油田顺北油气田今年

累产原油 35.5 万吨、天然气 1.37 亿立方米，

同比去年增长原油 6.3 万吨、天然气 0.4 亿立

方米。自 2016 年发现以来，顺北油气产量已

连续 4 年稳定增长，累计产油突破 200 万吨，

累计提交三级储量 4.75 亿吨油当量，探明石

油 9903万吨，溶解气 343 亿立方米。

中国石化党组要求西北油田要加快实现

千万吨级油气田目标，在西北油田 3 月制定

的《2021 年实现千万吨级生产能力建设目标

四大战区实施方案》中，顺北油气田独占两大

增储上产战区，成为中国石化在疆“一字号”

工程。方案中明确，年产原油由 2020 年的 90
万吨上升至 2021 年的 125 万吨，年产天然气

由 2020 年的 4 亿立方米上升至 2021 年的 6
亿立方米。顺北，已成为西北油田实现千万吨

级油气田的关键所在。

高效勘探：超前完成任务
截至 6 月 1 日，顺北 71X 井 5 月初突破

以来累产原油 1560 吨，这是复工复产以来顺

北油气田第 2 口获得油气突破的井。最近获

悉，顺北 2020 年预计新增探明石油储量近

4000 万吨，将超计划完成任务，见证了顺北

上好的勘探、开发潜力。

近年来，西北油田围绕顺北的主干断裂

带进行勘探开发，建产 44 口，累产原油超

200 万吨。今年将持续加大对主干断裂带的

勘探开发力度，同时，还将扩大勘探类型，甩

开探索主干断裂带之外的目标，寻找资源接

替阵地。年初，科研人员针对顺北地区全年勘

探任务指标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首先优

选顺北 4、8 号主干断裂带进行井位论证，推

进主干断裂带的勘探节奏。

2 月中旬，顺北 4、8 号断裂带的井位论

证进入关键时期，当时因疫情严重，生产节奏

被打乱，勘探开发研究院顺北项目部的科研

人员居家采用“云上攻关”的方式，在两条断

裂带上论证部署了 4 口井位。同时，对即将完

钻的顺北 52A 和顺北 71X 井进行完井方案

设计，顺利实现了两口井的油气突破，证实了

分支断裂和主干二级断裂的资源潜力。

复工复产以来，西北油田全面落实中国

石化“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加大顺北地区勘

探力度，为推动天然气增产增效，在气区优选

了具有较大勘探潜力的断裂带———顺北 8 号

断裂带进行了整体部署论证与方案设计，该

方案通过总部审核，总面积近 800 平方公里，

即将实现顺北 8 号断裂带三维地震资料的全

覆盖，为顺北 8 号断裂带优质资源的控制与

落实奠定资料基础。

“与往年相比，今年井位、三维地震部署

和储量提交的进度均大幅超前。而且我们将

全面落实百日攻坚创效行动方案，加快勘探

步伐，提前完成各项指标。”西北油田油气勘

探管理部经理曹自成说。

效益开发：如虎添翼式发展
5 月中旬，顺北油气田首口王牌井诞生，

顺北 1-3 井三年累产原油超 31 万吨，日产最

高时 600 余吨，目前 400 吨左右，为业内罕见

的长效高产井。

该井所在的顺北油气田远景资源量高达

17 亿吨，是国内独有、国际少有的超深断溶

体油气藏，油藏特征复杂，具有超深、超高压、

超高温的特点，开发难度为世界级难题。

近年来，油藏研究人员在顺北油田勘探

开发一体化的基础上，创新了一套适合顺北

超深断溶体油藏的开发技术和超深井钻探技

术，6 口钻井创当时的亚洲陆上深井纪录，在

高难度的开发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019 年两个顺北开发项目均获中国石化工

程工艺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一等奖。

目前，顺北油田已累产原油 200万吨、天

然气 5.95亿方，充分展示了巨大的资源潜力，

我们相信，在地质、工程和现场一体化模式的

运行下，顺北油气田能够迅速成为西北油田实

现千万吨级油气田目标的重要推动力。”西北

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李宗杰说。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低油价和疫情影

响，西北油田 3 月启动百日攻坚创效行动。顺

北项目部积极响应，曹飞主任 4 月 8 日与 3
名科研人员，带着前期形成的科研成果，进驻

采油四厂开展上产服务，持续深化地质、工程

及现场一体化研究，实地实时解决油藏开发

中的难题，使科研成果切实转化为效益，至目

前累计优化单井工作制度 17 口 25 井次，平

均日增油 300 吨。

顺北油气田的配套枢纽工程———五号联

合站于 4 月 17 日开建以来，已完成了 90%的

地基处理工作。该站为投资达 23.5 亿的顺北

油田一区百万吨产建地面工程项目之一，建

成后可实现年原油处理 100 万吨、天然气处

理 3.8 亿立方米，承担着西北油田实现千万

吨级油气田的重任，预计 2021 年 1 月竣工投

产。届时，顺北必将迎来如虎添翼式的发展。

精英公司：58人的百万吨采油厂
截至目前，管理顺北油气田的采油四厂

拥有员工 58 名，今年已产原油 35.5 万吨、天

然气 1.37亿方，年底产油将突破 100 万吨，油

气产量逐年增高，其人均效益和产能位列中

国石化第一名，生产成本却为最低，目前正在

冲击 22 美元/桶的中国极限低油价。

这些亮眼的数据都得益于“化繁为简、人

尽其才、物尽其用”的顺北新型采油厂模式。

在老油田的传统采油厂，各级单位、部门数量

高达数十个，人员要几百到几千，但是在管理

顺北的采油四厂，各级单位、部门仅有 6 个，

员工 58 个。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简洁、高效、实用

的模式打造最高质量和效益的油田，我们以

采油厂为平台，招揽各路精英来推动顺北高

质量发展。顶层设计了‘三位一体’、‘四化融

合’的顺北新模式。”采油四厂经理罗辉介绍

说，“‘三位一体’即采油厂甲方、区块承包商

和专业化支撑团队。‘四化融合’指的是市场

化提升、专业化支撑、一体化决策、智能化引

领。‘顺北模式’去年已荣获了中国石化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咱下转 P2暂

中国页岩气平台
测试产量新纪录诞生

6 月 10 日，从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传出消息，这家公司宁 209H41 平台累计测

试获日产页岩气 301.58 万立方米，创造了中

国页岩气平台测试产量新纪录，标志着国内

首个测试产量 300 万方页岩气平台诞生。

宁 209H41 平台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

县九丝城镇双合村，是西南油气田公司在长

宁区块部署的一个 9 口页岩气开发井的平

台，其中平台单井最高测试日产量 44.96 万

立方米。

长宁区块是川南页岩气田的重要产区，

日产量约 1550 万立方米，今年已经累计生产

页岩气 21 亿立方米，约占川南页岩气田今年

产量的 48%。

今年以来，西南油气田公司在长宁区块大

力推进地质工程气藏一体化，深化各井区研究

认识，细化开发技术参数，形成“一区一策”的

特色技术实施方案，坚持“地质-工程-气藏”一

体化打造透明油气藏，着力培育高产井。深化

靶体认识，精选出各区块厚度 3-4 米的“铂金

靶体”，并采用甲方主导现场定向工具的调配

和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地质导向实施的管理模

式，利用“切+校+控+调”入靶法和地震建模+预
案制定+随钻校正的“三位一体”式水平段地质

导向法和旋转导向+近钻头伽马低零长定向工

具的保障，切实保证“铂金靶体”钻遇率，今年

完钻 74口井铂金靶体钻遇率均大于 80%。细

化压裂参数，确保最优储层改造率，提高缝网

复杂程度，根据各区块的工程特征，提前谋划、

动态跟踪、及时调整与组织，采用大排量压裂、

高强度加砂、多簇射孔+暂堵转向压裂等措施，

全面提升压裂施工时效，保证每一段的高强度

施工参数和缝网改造效果。精细气井管理，根

据各区块的气藏生产特征，分析单井累产气和

压降、返排率、递减率、测试产量与 EUR 关系

等规律，采用各区块差异化排采制度和工艺措

施，形成了高测试产量、高采收率、高 EUR 的

三高气藏管理目标。

今年 1 至 6 月，西南油气田公司在长宁

区块测试定产 57 口井，井均测试日产量 26
万立方米，其中 26 口井测试日产量大于 30
万立方米，占比 46%，井均测试日产量较

2019 年同期提升 13%，高产井比例提升

33%。 渊彭刚 杨扬 刘勇冤

伊东煤炭造访皖北煤电智能公司

交流智慧矿山绿色矿山
创建经验

5 月 29 日，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安监部

部长王瑞永一行 10 余人到皖北煤电智能公

司学习交流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创建经验。智

能公司领导赵高升、徐辉、阚磊，技术、调度、

机电信息中心、综合办等单位相关人员接待

了王瑞永一行。

在智能公司会议室，该公司党委委员、总

经理赵高升对王瑞永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并

简要介绍了该公司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创建

经验。随后，双方观看了《行稳‘智’远》智慧矿

山宣传片，并分地面、井下组进行了对接。

在该公司副总经理徐辉、总工程师阚磊

等陪同下，王瑞永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智

能调度集控中心、智慧检修+远程会诊、5G+
皮带运输、物联网+智能仓储等智能化系统，

对该公司在智慧矿山上取得的成绩赞不绝

口，并对沿途环境绿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伊东煤炭集团系内蒙古极具影响力的股

份制民营企业，位列全国煤炭百强第 46 位，

全国 1000 家大企业集团第 894 位，生产经营

以煤炭为主体、煤炭转化和非煤产业为两翼，

是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单位。 渊胡云峰冤

中石化西北“一字号”工程冲刺千万吨油气田建设

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势头没有变
四川省和中国贸促会共同举办“优化营商环境线上政企对话会（四川专场）”

Ⅰ精彩观点Ⅰ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院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营商

环境持续改善的势头没有改变，外资企业

在中国机遇良多、发展前景广阔。贸促会

将继续发挥上接政府、下连企业、沟通内

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立

的营商环境监测中心，积极反映企业问题

及诉求，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四川省政府副省长李云泽院四川有

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深厚坚实的要素支

撑、对接国际的开放空间、叠加落地的政

策红利，发展态势向好，合作前景可期。

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主席保罗窑
塞维斯渊Paul Sives冤等院四川是片充满

机遇的土地，近年来营商环境得到显著

改善，特别是政府重视为企业提供支持，

“双城经济圈”概念下市场更加庞大，愿

意积极向相关企业宣传推介四川。

荫亚洲第一深井———顺北蓬 井 荫寒风中钻井作业的石油工人

荫会场图

荫四川省政府副省长李云泽

荫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主席保罗·塞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