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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Ⅰ

■ 强勇 杨喆 何山

1959年 9月 26日,大庆油田被发现。63年
来,这个我国陆上最大油田累计生产原油逾 24
亿吨,占国内陆上同期原油总产量约 40%,为中
国经济巨轮提供了澎湃持久的动能。

肩负着“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

重大责任的大庆油田,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在加快“科技油田”“绿色油田”“数字
油田”转型建设中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为端
牢国家能源饭碗再作贡献。

钻透约 360座珠穆朗玛峰：
永葆“精神”活力铸石油工业丰碑

截至 2021年底,大庆油田 1205钻井队累
计打井 2491口,总进尺 318.3万米,相当于钻
透约 360座珠穆朗玛峰。
数字的背后, 是大庆油田大力弘扬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的一个生动注脚。

1205 钻井队———这支“铁人”王进喜曾

带过的队伍,在为国寻油的路上不停歇。
松嫩平原,一处高耸的井架上,“铁人队伍

永向前”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井架下,
1205钻井队队长张晶和队员们生龙活虎,他
们耐住寂寞、经受考验,把一腔热血投入到艰
苦的工作当中。

又何止是 1205钻井队。63年来,大庆油田
的一代代劳动者在“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实践

中,不断丰富、完善和总结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的深刻内涵。形成于石油大会战年代的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正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辉。
“铁人”从未走远,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今年 9月, 采油六厂喇 I-II联合站污水

干线突发穿孔,抢修现场情况复杂,干线在多
根管线和电缆正下方,挖掘机上不去。
“机器能干的我们就能干,机器干不了的

我们也能干!”在场员工无人退缩,他们站在泥
水里锹挖手掏, 仅用 1个小时就挖了 1米多
深。在不停产的情况下,两个小时完成抢修。
“稳油”还要“增气”,大庆油田加快从“一油

独大”向“油气并举”跨越,让“能源粮仓”更殷实。
今年 3月, 国家重点工程———四站储气

库群正式开启注气, 日均注气量达到 156.47
万立方米。

“我们最大限度发挥储气库调峰增销保

供能力,四站储气库群实现提前注气。”大庆
油田开发事业部储气库开发管理科副科长汪

长浩说。

63年来, 大庆油田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
史上的奇迹,继实现原油 5000万吨以上连续
27年高产稳产之后, 年产油气当量始终保持
在 4000万吨以上。截至 2021年,累计生产原
油 24.63亿吨、天然气 1462.23亿立方米。
走过数十载风雨, 大庆油田为共和国工

业铸造了一座不朽丰碑。

提高采收率 20个百分点：
“石油科技王国”不断超越基业长青

在大庆油田, 采收率每提高 1个百分点
相当于找到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打破国外

垄断,实现三次采油技术重大突破,可在传统
水驱技术基础上提高采收率 20个百分点。
“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大

庆油田开发建设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持
续创新史。几代石油人以持续不断的创新成

果,筑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科技基础。
在石油界, 一次采油是指靠地层天然能

量将油采出来,二次采油通过注水将油“挤”
出来,三次采油依靠化学剂把油“洗”出来。
大庆油田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大胆质疑

外国专家的“温和注水”“均衡开采”理论,提
出“非均质”开发理论和“高效注水开采”方

法。二次采油技术的不断提升,为大庆油田实
现年产 5000万吨高产稳产目标奠定了基础。
随着石油资源开发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

三次采油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大庆油田
首席技术专家伍晓林带领团队展开奋力攻

关,在历经 5600多次试验后,研制出了国产表
面活性剂,实现了三次采油技术重大突破。
截至 2021年末,大庆油田三次采油连续

20年产量超千万吨, 三次采油累计生产原油
2.86亿吨, 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三次采油
生产基地。

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

在三次采油之后, 油层含水率已接近
98%,相当于“水中找油、水中捞油”,大庆油田
目前探索的四次采油技术,是一种更加智能、
高效、精准的提高采收率技术,可充分挖掘油
藏潜力。

“大庆油田四次采油技术已经实现地质

认识、驱油机理等多方面的突破,为进一步提
高老油田采收率提供了有益探索。”中国工程

院院士程杰成说。

自 1959年 9月大庆油田被发现以来,一
代又一代大庆石油人始终致力于科技自主创

新,孜孜以求打造“石油科技王国”,迄今已 3
次问鼎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累计取得国家
级科技成果百余项。

现在,“63岁”的大庆油田依然保持年产
油气当量 4000万吨以上的高水平成绩。

每年约 6亿吨含油污水“零排放”：
减污降碳驶向“绿色未来”

每年大庆油田需处理的含油污水约 6亿
吨,如果直接排放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油田
持续建设含油污水处理站和污水管网, 将处
理达标的含油污水全部注回油层。

含油污水实现了“零排放”,回注油层也
解决了原油开采后地层支撑力变弱的问题,
“废液”变“补水”,一举两得。 咱下转 P2暂

基础设施整体水平
实现跨越式提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布会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 潘洁 安蓓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发展有哪些重要变化？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怎样的作用？“东数西算”工程启动以来，取

得了哪些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 26日举行专
题新闻发布会作出回应。

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融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司长郑

剑说，十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

越式提升，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符合国情

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经验。

“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

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现代综合立体交通

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体系加快构建，基础设施

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有力支撑保障了

经济社会发展。”郑剑说，我国基础设施工程

建筑和技术创新水平不断进步，传统与新型

基础设施加速融合，基础设施领域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建立。

据介绍，到 2021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
总里程突破 600万公里，220千伏及以上输
电线路 84.3万公里，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
5481万公里，分别相当于 10年前的 1.3倍、
1.7倍和 3.7倍，水库总库容达到 9035亿立
方米，高铁、高速公路、电网、4G网络规模等
长期稳居世界第一。

新型基础设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发

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张志华

说，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

新型基础设施深度植入和赋能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

据介绍，过去十年，我国移动通信从“4G
并跑”到“5G引领”，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
宽带”；已初步建成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广播、

北斗导航定位三大系统构成的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体系；布局建设的 77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中，32个已建成运行，部分设施
迈入全球第一方阵。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遥感卫星等

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强大引擎。”张志华说，智慧设施正在进入千

行百业，全国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和

标识解析体系基本建成；远程医疗、智慧养老

等融合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有力提升了人民

群众生活的便利化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初见成效
今年 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启动

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张志华说，半年多来，

“东数西算”工程初见成效。目前，8个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建设方案均进入深化实施阶段，

起步区新开工数据中心项目达到 60余个，新
建数据中心规模超过 110万标准机架，项目
总投资超过 4000亿元，算力集聚效应初步显
现。西部地区数据中心占比稳步提高，全国算

力结构逐步优化。

他表示，下一步，将立体化推动“东数西

算”工程，强化重大工程项目与配套政策的协

同、多种政策工具间的协同、国家算力枢纽与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的协同、数据中心

建设与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以国家算力枢

纽和数据中心集群为引领，推动产业上下游

协同发展，共同打造计算产业生态体系。

渊据新华社冤

■ 陈碧红

9月 23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承接制造业有序转移的实施意见》，提出将

通过七大方面 22条举措推动全省承接制造
业有序转移，加快实施制造强省战略。

《意见》提出，到 2027年，争创国家级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重

大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特色消

费品等产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材料、

能源化工、汽车、医药健康产业基地和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集中承载区。

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方面袁 将大力承
接发展晶硅光伏产业和锂电材料及电芯制造

产业；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培育全国大

数据产业重要增长极；聚焦产业链关键缺失

环节，承接发展下游钒钛高端制品、功能材

料、特色零部件制造产业等。针对承接技术密

集型产业，鼓励承接引进一批技术溢出明显、

渗透能力强的创新研发及产业化应用项目；

承接发展高端芯片设计产业、先进晶圆制造

和封装测试产业；依托川藏铁路建设，承接发

展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

能传感与控制等产业。此外，还针对承接劳动

密集型产业、引导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

业协同转移、积极承接优质企业和关联产业

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有序推动重点区域承接产业转移方面袁
支持成都都市圈建设国家区域性高技术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序疏解成都市中心城

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等功能和

设施；以绵阳和乐山为支点，重点承接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锂电材料、精细化工、大数据等

配套产业，支持成都市、遂宁市、雅安市、眉山

市联动打造锂电产业发展带等。

鼓励特殊类型地区承接发展特色产业方

面袁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有序引
导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轻工产品生产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脱贫地区梯度转移；将支持巴中

等有条件的革命老区承接农副产品加工等特

色产业，有序承接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可再

生能源等优势产业；将推动自贡、内江等“8市
1区”老工业基地用好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机
遇，再造老工业基地产业竞争新优势。

促进产业承接开放合作方面袁 针对川渝
协同承接产业转移，将推动川南渝西地区共

建承接产业转移创新发展示范区；将承接补

齐汽车摩托车、电子信息、消费品、工业互联

网、网络安全等特色优势产业链，打造成渝

“氢走廊”“电走廊”“智行走廊”，争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国家级试验区。

创新产业承接合作模式方面袁 将创新产
业链供应链发展模式，实施“链长+链主”双链
式推进机制；将创新区域间产业承接合作模

式，探索全链承接、部分承接和“两头在外”的

加工贸易承接等多种承接模式；将探索科技

成果跨区域转移合作模式，以及支持建设成

德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

完善支持产业承接的体制机制方面袁将
健全产业承接服务体系，梳理形成发达省份

产业转移清单，探索与产业转出地建立产值、

收益、用地等指标分享机制等。

优化产业承接政策环境方面袁 将强化统
筹谋划，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链融资、订

单融资、无形资产质押融资等业务发展；支持

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产业转移基金；适度提高

制造业企业集中开发区配套用地比例等。

四川出台22条举措推动承接制造业有序转移
争创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累计生产原油逾 24亿吨!
大庆油田“三变”端牢能源饭碗

荫大庆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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