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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最后一天，除夕。
一夜小雪，胜利油田莱113区块银装素裹。

天一亮，郑刚就拿着扫帚清除地面上的积雪。
郑刚是胜利油田注汽技术服务中心二氧化

碳项目部 1号站操作岗员工。4个月前，因莱
113区块需要注二氧化碳，他和同事来到这里。
截至1月31日，该区块两口油井已注入近6400
立方米二氧化碳。

小雪过后，通透的蓝天下，两个白色储罐和
注入撬、分配撬组成了完整的二氧化碳注入工
艺流程。“两个储罐储存的是二氧化碳，每个罐
的储存能力是50吨。罐内高压低温，二氧化碳
呈液体状态。”戴着橘红色安全帽，穿着红色棉
工服，郑刚弯下腰读出罐内实时参数：温度零下
19摄氏度、高度1.724米。

记者看到，储罐下的一处阀门管线上，因内
外温差大而结了厚厚的霜，看上去晶莹剔透。

8时 30分，郑刚检查完二氧化碳注入撬的
液位及压力值，填好记录表，和前来接班的王建
宁进行了工作交接，接下来和两名同事在莱113
区块值守。

王建宁的主要工作是监控二氧化碳注入装
备的运行状态。春节到了，整个监控室洋溢着
喜悦的气氛：监控室的门上贴着福字，会议桌上
摆着小老虎饰品和一盘盘糖果瓜子，书柜上挂
着中国结……

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
利油田莱113区块CCUS项目的照片，格外引人

注目。2021年 10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胜利油田时，对CCUS技术给予充分肯定。

“当天正好是我值班，我站在习近平总书记
旁边，总书记称赞石油战线始终是共和国改革
发展的一面旗帜，要求我们继续举好这面旗帜，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上再
立新功、再创佳绩。”看着桌上的照片，讲述着当
时的情景，王建宁脸上挂满笑容，眼神中溢满骄
傲和自豪。

CCUS技术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进行捕集提纯，继而投入原油开采过程，从而实
现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封存一体化应用，兼具
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莱 113区块项目计划向 4口井注入二氧化
碳，目前已注入两口井，预计提高原油采收率
17%，埋存二氧化碳 52万吨，相当于 20万辆轿
车一年的碳排放量。2021年，胜利油田建成二
氧化碳注入站10个，共注入二氧化碳9.4万吨。

“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王建宁从新闻里
了解到国家正在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她认
为，CCUS技术把油驱出来、把碳封地下，既提高
原油采收率，又消纳二氧化碳，走出一条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1月29日，我国首个百万吨级CCUS项目——
齐鲁石化-胜利油田CCUS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
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预计
未来15年可实现增产原油近300万吨。

储罐内的压力是王建宁特别关注的。“压力
必须要保持在 1.5兆帕至 1.8兆帕。压力过低，
液态二氧化碳会变成固态，堵塞管线；压力过

高，液态二氧化碳又会汽化，影响驱油效果。”王
建宁时刻紧盯屏幕上实时更新的压力值，压力
高了，她就放压；低了，就补压。

液态二氧化碳属于危化品，装卸、运输有严
格要求。11时，一辆运输二氧化碳的罐车缓缓
停在储罐旁。王建宁带上便携式二氧化碳报警
仪，走出监控室，全程监督操作流程。等管线连
接完毕，所有人员撤到5米外。她拉上警戒线，
放上警示牌。王建宁说，一旦出现二氧化碳泄
漏，可以在监控室远程关掉阀门。

“总书记嘱咐我们，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
己手里。我们一定牢记嘱托，根据油藏开发需
求，优化设备性能和工艺流程，不断提升能源供
给质量、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总书记的殷切
期望，让王建宁他们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王建宁看好CCUS产业发展的前景。春节
期间，她和同事们特意请人写了对联，贴在监控
室门外：上联——绿能新路线造福千秋万代，下
联——胜利创伟业再现碧海蓝天，横批——利
在千秋。

眼下，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胜利油田主动
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培
育CCUS产业优势，依托百万吨级CCUS项目，
加大二氧化碳驱技术推广应用。根据规划，
2025年胜利油田二氧化碳注入能力将达300万
吨。

现场视频

本报讯 2月 4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
行。经过7名火炬手传递火炬，国家体育场
主火炬成功点燃。绚烂焰火腾空而起，整
座体育场顿时化为欢乐的海洋。

中国石化牵头负责火炬外壳碳纤维复
合材料研发及火炬量产工作，以氢能为火
炬燃料，成为一大亮点。往届奥运会大量
使用液化天然气或丙烷等气体作为火炬燃
料。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燕山石化提供
的氢气作为燃料，点燃赛场主火炬，充分体
现绿色低碳理念。 （王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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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日 1时 30分，首辆装着 205吨燃料
电池氢气的管束式集装箱车缓缓离开天津石
化，驶往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指定地点。

作为燃料电池氢气装置的充装员，天津石
化炼油部联合三车间操作一班副班长郭春刚长
长出了口气，保供北京冬奥会的艰巨任务首战
告捷。

一个多小时的充装过程，在严寒的冬夜里
显得有些漫长。大家的手脚冻木了，脸冻红了，
但心却火热。想到能为北京冬奥会出分力，大
家就精神抖擞，劳累和寒冷全抛到脑后。

“充装氢气看上去简单，但操作上需要非常
精心。”车间主任李鹤说。

用来装氢气的管束式集装箱车，相当于一
个超高压容器，需要通过压缩机将压力逐步提
升，才能完成充装。在这么高的压力下操作，他
们还是头一回。管束式集装箱车的所有密封
点，在充装条件下需要员工时刻检查与记录，确

保高压下无泄漏。
为确保氢能安全顺利供应，在天津出现疫

情、实施封闭管理期间，他们利用夜班小课堂学
习时间，加大培训力度，目前有36名操作人员取
得充装资质。技术人员还组织编写充装操作指
南，确保充装过程安全可控。“我们要战胜疫情，
还要完成保供任务，每个人都铆足了劲。”郭春
刚说。

充装过程中，郭春刚和同事采取手指口述
操作法，即一名检查人员口述操作步骤，两名操
作人员严格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并确认。“这种方
法，我们演练了数百次，实践证明安全可靠。”郭
春刚说。

夜里的风很大，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
度。为了不影响操作，车间明确职责分工，内外
操密切协作配合，合力完成充装任务。

此次成功发运，标志着天津石化首次打通
保供北京冬奥会氢能流程。他们将在北京冬
奥会期间，继续生产燃料电池氢气，确保充足供
应。

CHINA PETROCHEMICAL NEWS

(今日八版)2022年 2 月 日7
星期一 第6895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41

邮发代号：1-136

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赵士振报道：1月31日除夕，集团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马永生在总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与
胜利油田、燕山石化、北京石油和炼化工程阿穆尔项目
部视频连线，向节日期间奋战在生产经营一线的干部员
工及其家人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马永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汇报，对重点工作提
出要求，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压舱石”“顶梁柱”作用，切
实抓好安全清洁生产和疫情防控，全力保障能源供应，
确保为党和国家大局营造良好环境。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林参加。
马永生说，在全国人民喜迎虎年之际，很多干部员

工依然辛勤奋战在工作岗位上，各单位生产经营井然有
序，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干部员工精气神足，充分展示出
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担当，党组向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衷心的感谢。
马永生强调，要确保安全清洁生产。北京冬奥会是

国家大事盛事，中国石化在安全环保上不能出现任何问
题，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把安全生产的发条再
拧一拧、螺丝再紧一紧，确保万无一失；必须服从大局，从
严落实空气质量保障措施。要全力保障能源供应。燕山
石化、北京石油要加强调度协调，严格质量管理，全力以
赴抓好春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能源保供工
作。胜利油田等上游企业要再接再厉，全力抓好天然气
平稳生产和增供保供工作，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拧紧防控责任链条，慎终如始做好工作，
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要关心关爱员工生
活，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看望慰问坚守
岗位的干部员工，及时送上组织的关心和问候。

马永生除夕视频连线慰问一线干部员工

“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本报讯 记者符 慧报道：2月 6日，记者获
悉，春节期间，中国石化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集
团公司党组要求，针对节日市场特点，合理安排
生产经营，全力做好安全平稳生产、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北京冬奥会能源保供等重点工作，主要
生产装置运行平稳、境内外疫情防控开展有序、
市场供应和冬奥会能源保供有条不紊，未发生
上报集团公司级安全环保事件（事故）。

春节期间，各单位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带班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和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加强高风险作业及其他重
要工作环节管理，废水、废气污染物达标率为
100%，固体废弃物妥善处置率为100%；毫不松
懈抓好疫情防控，统筹安排好员工休假与探亲，
扎实做好工作场所疫情防控应对方案，筑牢疫
情防控屏障。

中国石化春节期间生产经营平稳有序

中国石化的氢，点燃了主火炬

凌晨，氢气发运张家口赛区

春节期间，燕山石化氢气新能源装置员工坚守岗位，确保安全生产。图为 2月 5日，充装氢气前，
员工对车辆进行检查。 王小华 摄 高 健 文

2月 4日晚，北京冬奥会主火炬成功点燃。 木 公 摄

本报讯 记者马明轩 符 慧报道：2月2日，北
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来自中
国石化的20名火炬手参与火炬传递，6名青年
员工作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服务赛事，为传播
奥林匹克精神贡献了力量。集团公司党组副书
记赵东出席火炬接力启动仪式。

20名火炬手来自总部部门和上海石化、湖
北石油、天然气分公司等企业，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等3个赛区进行火炬传递。其中，年龄最大
的62岁，最小的31岁。6名青年员工当选北京
冬奥会志愿者，大部分是90后。其中，经验最丰
富的已经服务过3届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期间，
他们将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
务工作。

中国石化始终致力于服务冬奥、保障冬奥、
推广冬奥。能源保障方面，集团公司成立能源
保供工作专班，节前对油气氢能源保障和相关

证照办理等进行再部署、再检查、再落实；执行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对各类能源保供安全隐患
进行再梳理、再排查、再清零。同时，总部生产
调度指挥中心开发上线冬奥会能源保供专版，
对参与保供的定点加油（气、氢）站实行全程监
控，实时掌握现场视频、加注数据等情况，进一
步提升指挥调度的时效性、准确性。中国石化
在北京、河北布局49座油品保供站、29座 LNG
加气站、4座加氢站，在燕山石化建成氢气纯度
达到 99.999%的高纯氢生产装置，保障北京冬
奥会期间油、气、氢等能源供应。

文化活动方面，中国石化启动洁净加油团
行动，让境内外员工有机会成为服务北京冬奥
会的一员，策划开展“加油冬奥、圆梦冰雪——
中国石化点亮希望行动”，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来
到北京、走进奥运会场馆，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集团公司全力服务北京冬奥会
赵东出席火炬接力启动仪式

“新春走基层”
走进冬奥保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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