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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筲“垃圾堆”里的100万 筲总能比别人快半步 筲强伟品质 筲“土鸡蛋”强伟

■ 郑金国 丁玉萍 胡强

11 月 13 日上午，西北油田采油二厂

TH12511 井场天蓝地阔，一片繁忙景象，该井

加热炉自动温控改造顺利完成。

“至此，全厂 510 口单井加热炉自动温控

改造全部完成。这套装置不仅给我们生产管

理带来很大便利，更重要的是原油生产更加

安全高效，每天平均单井可以节约天然气 24
立方米。”在该井指挥加热炉自动温控改造的

采油管理一区总监杜林辉如是说。

今年以来，采油二厂在夺取抗疫、生产

“双战双胜”的同时，坚持以“奉献清洁能源，

践行绿色发展”为理念，以建设“清洁、高效、

低碳、循环”的绿色企业为己任，强化源头减

排、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持续提升清洁生产

水平，为维护大漠戈壁的绿色生态环境竭尽

所能。

绿色生产 避免大漠生态受伤害
“油压 1.82 兆帕，套压 8.88 兆帕，井温

41.52 摄氏度……一切正常”，10 月 20 日下

午，采油二厂生产运行室监控大厅，生产运行

室主管马飞看着新井传回的生产参数，说：

“这是新井采用太阳能供电成功实现数据传

输，每口井每年可节电 3.2 万度，节约电费

1.5万元。”

马飞介绍道，采油二厂在全厂范围内推广

应用这一太阳能供电技术，200 套装置正在陆

续安装投用中，不仅节约了能源，增加了经济

效益，而且促进了安全生产，真是一举几得。

作为西北油田最大的采油厂，采油二厂

年产原油 280 万吨。原油生产是一个由地下

到地面，由输运到储存的复杂过程。采油二厂

从源头抓起，各类施工工程，在设计时就严格

执行生态设计机制，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可

行性研究报告中明确主要污染源、污染控制

指标、环保控制措施及预期效果及评价。全部

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都经过地方生态环境

局的审批。

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污染物合规处置

程序，按照固废信息上报、治污任务下达、转

运联单开具“三步走”，强化过程监管，全面梳

理危险废物治理、拉运、处置等环节，强化修

井作业“一井一排”，确保固废处置合规合法。

对于储罐、天然气处理站检维修、改扩建工程

等以“工完、料净、场地清”为准则，制定环保

措施，编制安全环保专章。在准备、开工、停

工、实施四个阶段，明确系统吹扫、物料回收

流程、“三废”名称及去向及处理方式，实现清

洁施工。同时开展生产装置泄漏隐患排查，今

年 1 到 10 月，全厂累计排查各类隐患 104

项，整改完成率达到 100%，有效解决了生产

现场跑冒滴漏的问题。

原油生产所需各类设施设备众多，今年

上半年，为精准掌握重点能耗设备运行状况

和整体用能水平，摸清不同类型设备运行效

率和能耗指标，找出耗能设备和系统用能薄

弱环节，采油厂组织技术人员，用一个月时

间，对所属联合站、计转站、卸油站(台)、泵站、

井场的部分掺稀泵、外输泵、注水泵、其他用

途机泵、加热炉、电泵井、抽油机井等主要能

耗设备进行了节能测试。共测试各种耗能设

备 273 台，同时完成 26 座计转站电容补偿

及谐波治理情况的测试统计。检测出个别设

备运行效率达不到要求，现场进行了认真分

析和原因查找，并进行了整改，使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最大化。

他们还对计转站的原油外输进行了革新

尝试，对 10-5 计转站原油外输采取越中间站

的运行模式，降低中间站加热炉、机泵运行负

荷，达到节电、节气效果，实现了绿色集输。

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污染物，严格控

制在国家相关标准内。目前已完成环境敏感

区域 614 条单井管线、27 条集输干线的腐蚀

治理工作。同时加大无人机巡线、单井数据回

传等信息化投入力度，降低或避免因管线腐

蚀刺漏造成的污油泥增量。2019 年修井作业

污油泥产生量同比 2018 年下降 85.4%。

2018 年至今，这个厂每年都组织开展土

壤环境监测，排查潜在土壤污染风险，并将监

测结果报地方环保部门备案，同时建立地下

水监测井管理办法，明确日常维护及地下水

取样监测要求，每年在枯水期、丰水期开展 2
次地下水水质监测。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我们在油田生产开发过程中，始

终不忘总书记的教导，保护好大漠戈壁的生

态环境，让大漠戈壁绿起来、美起来。”采油二

厂厂长张炜态度坚定地说。

绿色科技 撑起大漠生态“保护伞”
采油二厂生产的原油 90%以上都地稠

油，通过提升温度降低稠油粘度是稠油开采

的重要手段。采油二厂加大绿色工艺技术研

发及推广应用，纳米保温油管技术是其中一

种低碳节能保温工艺。

2019年 7月 30，采油二厂在 TH12409井

下入 150/3500潜油电泵并配套 3000米纳米保

温油管与 2000米矿物绝缘加热电缆，利用矿物

绝缘电缆的高温加热效应以及纳米保温油管的

超低导热系数，将三芯一体化矿物绝缘加热电

缆内置于纳米保温油管内，成功实现了原油在

纳米保温油管中的加热、保温开采。咱下转P2暂

本报讯 11月 8 日至 9 日，重庆市科技局

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组对重庆梁平区创

建市级高新区实地调研论证评审。

重庆市科技局副局长牟小云、许志鹏，市

级相关部门处室负责人，重庆市梁平区委副

书记、区长蒲继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云

山，区政协主席周仁胜，区委副书记陈孟文，

区领导孙代勇、陈道彬、付云、唐诗平、雷旭东

出席会议。

专家组一行实地考察高新区规划展览

馆、科创中心、都梁科技企业孵化器，平伟实

业、巨源不锈钢、捷尔士、仟和镁业等企业，认

真查阅相关资料，详细了解高新区整体规划、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能力提升、高新企业培育

和高新产业发展等。

论证会上，专家组听取了高新区创建工

作情况汇报，一致认为，梁平区对科技创新认

识深刻、谋划超前，经济增长态势好，新兴产

业发展快，产业特色鲜明，已形成集成电路、

绿色新材料、通用航空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和高技术服务业态。强化创新主体培育，聚力

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和科技金

融平台，积极推动产业协同创新，持续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已集聚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新型研发机构及科技服务机构。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高新区建设，发展目标可行，建设思

路清晰，创建氛围浓厚，工作措施扎实，规划

布局合理，配套设施完善，产城融合良好，在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区县中具有良好的示

范带动作用，一致同意通过论证。

专家组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机

制，细化落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和建设

措施，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积极构建开放

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等创新主体培育，加

快建成专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现代产业

学院等创新平台；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

快引进与培育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建

设科技研发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会上，蒲继承代表梁平区委、区政府对市

科技局等市级部门和专家组的指导帮助表示

感谢。他表示，落地落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创新重要论述，围绕“高”和“新”两个关键，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机遇，学习新理

念，培育新动能，探索新模式，壮大新经济，全

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人

才高地。区级部门要认真总结创建经验，吸纳

专家组宝贵建议，条分缕析短板弱项，进一步

添措施、增力量，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强力推

进高新区高质量建设。要树立勇创国家级高新

区的目标，再接再厉、以升促建，持续深化改革

创新，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培育优质创新主体，

发展主导创新产业，构建优质高效创新生态、

创新平台、创新体系，致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今后，重庆梁平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原则，以创建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圈

为目标，抢抓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重

大机遇，立足渝东平原，联接大主城，建设大

三峡，协同川东北，以“智能化促产业发展，以

智慧化促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电子信息、

智能家居、绿色食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壮大集成电路、新材料、通用航空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构架“3+3+
1”现代产业发展体系，梁平将迎来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巨大契机。 渊佘炀文 黄历冤

再铸万里长江魂
———青年学子读《长江学》
有感

■ 张乐 张建

水是生命，长江是生命的全部。

长江文化“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

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背着逶迤的山峦，从唐古拉山脉到崇明

岛，从沱沱河到黄埔江，直达东海之滨。一个

根脉，一个号角，与黄河的怒涛见证岁月的沧

桑,把华夏大地的梦想铺开，雕刻了东方明珠

的灿烂。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

敢做，敢当。”《长江学》的问世，是“社会地理

学”写作的一次尝试。《长江学》对广袤苍茫的

长江两岸大地蕴含的历史气韵和人伦风习，

充满着复杂深邃的情感和多重历史文化哲学

思辨，是携带着个人情感记忆的新语境下的

美学表达。

从学术的严谨中格物致知。坚持系统思

维、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把长江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剖析，把“长江学”定

义为研究长江流域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生

态、水利、治理等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重

点研究长江演变规律和特点。怀揣着促进长

江经济带建设的热望，从长江源头走到了长

江入海口，遍访长江流域省市区县，查看实情

和收集文献，用脚步铸就材料的精深，用情怀

拓造文字的虔信。

从中医的经络中开辟视角。从历史到现

实、从时间到空间、从源头到入海，自西向东、

由南到北，系统地将长江流域分化为山脉、地

脉、水脉、人脉、文脉、经脉等多种脉络脉象展

开研究，首创“长江黄河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

因（DNA）的双股结构，形成‘江河文化双联

体’”等崭新观点，阐发“水育人性”“水脉畅

通”等基本原理，旨在为深入实施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协同

国家战略提供学理支撑，为世界大江大河的

保护与利用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

经验。

从历史的卷帙中寻找诗意。在历史与现

实的交错中，追寻蕴藏在长江文化中的民族

精魂。全文共分十二脉，作者以大胸怀、大气

魄、大视野，打通历史与现实，书写了气势沉

雄的长江乐章。在李后强教授笔下，长江散发

着母亲般的情怀和温暖，有着自己的个性、记

忆和密码。读过后，耳边仿佛响起岷江上的川

江号子，脑海萦绕不去的是巫山神女的传说。

移步换景，过渡自然巧妙。叙议结合，景色、历

史与传说浑然一体。在长江波澜壮阔的激荡

下，长江魂所代表的民族魂的伟大崇高跃然

纸上。

长江、黄河交织成几千年历史的经纬，熔

铸成民族的脊梁，民族的魂。诚如作者所言，

“这是文化自信的原根，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本底，是中国不可战胜的硬核。”昔年千仞

振衣处，今日雄风长江魂！

渊作者单位院成都市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冤

梁平高质量发展再出发
创建重庆市级高新区通过专家组论证

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漠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大力推进“绿色企业行动计划”，
将绿色基因注入油田开发生产经营全过程

为大漠戈壁“披绿护体”

荫塔河 区 井旁的草地上，一群肥壮的牛正在悠闲地吃草。

荫重庆都梁科技企业孵化器 荫梁平区科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