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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永国 贾瑞君
通讯员 于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淄博市临淄区捕集的炼

化企业二氧化碳，将跨越近百公里，运到高
青县，用于油田采油。7月5日，在我省高青
县，胜利油田高89—樊142井区，我国首个百
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项目(以下简称
CCUS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此次中国石化启动建设的百万吨级CCUS
项目，由齐鲁石化二氧化碳捕集和胜利油田
二氧化碳驱油与封存两部分组成。齐鲁石化
捕集提供二氧化碳运送至胜利油田进行驱油
封存，实现了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封存一
体化应用。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牛栓文表
示，胜利油田计划建设10座无人值守注气
站，向附近73口井注入齐鲁石化捕集的二氧
化碳，同时油气集输系统全部采用密闭管
输，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封存率。

据悉，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项目预计年底投产。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最大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为国家推进
CCUS规模化发展提供应用案例。按齐鲁石化
-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计算，可每年减排
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近60万辆经济型轿
车停开一年。

根据规划，我国2030年前将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长期关注碳中和

的西南石油大学博士生导师范翔宇说，我国
未来有10亿多吨碳排放量要依靠CCUS来实现
中和。同时，我国有较大石油地质储量适合
二氧化碳驱油，加快CCUS产业发展将会对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支撑。

CCUS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英
文缩写，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
进行分离和提纯，使其纯度达到99%；经过提纯
后的二氧化碳，通过低温运输至油田，通过注
气站注入油藏，增加原油流动性，驱替油藏微
孔中的原油，大幅提高石油采收率。在含油地
层中，二氧化碳还可通过置换油气、溶解和矿
化作用实现地下封存，也可以将其注入油气
井、深部高含盐水层以及无法开采的煤层中

封存，从而达到减排的效果。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重要技术手段，该项目不仅能够帮
助实现增加石油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目前，
全球正在运行的大型CCUS示范项目有2 6
个，年捕集封存二氧化碳约4000万吨。

范翔宇介绍，该项目捕集的是炼化企业
排放的二氧化碳，这对于地炼大省的山东推
行地炼企业碳减排，具有示范意义。

2008年以来，胜利油田已在3种油藏7个
区块开展二氧化碳驱油矿场试验，注入二
氧化碳43万吨、增油10万吨、封存二氧化
碳40万吨。

□通讯员 王维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时隔26年后，胜利油田再

次荣获我国专利领域最高奖项——— 中国专利
奖金奖。

6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二十
二届中国专利奖名单，胜利油田《一种部
分支化部分交联聚合物驱油剂及其制备方
法》专利榜上有名，荣获第二十二届中国
专利奖金奖，这是中国石化本届获得的唯
一一项金奖。

我国东部油田经过60余年开发，主力油
田已进入特高含水期，但仍然有大量原油滞
留地下，这类油藏非均质性严重，剩余油分
布零散，注入水和化学药剂的利用率低，新
型驱油剂研发成为该类油藏大幅度提高采收
率的核心和关键。

与聚合物驱、二元复合驱等方法相比，
该专利产品能有效解决油藏水驱窜流等问
题，可有效动用不同类型、不同孔隙中的剩
余油，从而更大幅度提高采收率，使采收率

提高5-10个百分点，应用成本降低10%-15%。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试验室

副经理姜祖明负责参与了专利研发。他介
绍，此前胜利油田使用的驱油剂按结构划分
有线性聚合物和全交联聚合物两类，面对聚
驱后和非均质严重的油藏，前者“堵不
住”，后者在油藏“走不远”，都无法满足
该类油藏需要。

新发明专利提供了一种结构全新的部分
支化部分交联的聚合物驱油剂，性能上兼具

线性聚合物和全交联聚合物的优点，像“变
形虫”一样，可在油藏深部实现暂堵变形运
移，既能“堵得住”，一定条件下又能变形
“走得远”。

“非均相复合驱技术”在胜坨油田推广
应用后，日产原油增加3 . 6倍，综合含水下降
6 . 7个百分点，已累增原油12 . 5万吨，预计累
增原油37 . 9万吨。目前，该技术在胜利油田动
用地质储量3993万吨，近五年累增原油43 . 1万
吨，降水增油效果显著。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于 佳 李福起

6月3日19点30分，亚洲最大量产型深海智
能网箱“经海001号”，在胜利油田海洋石油
船舶中心指挥下，实现精准就位。

据了解，这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
划”第一座量产型智能网箱，首批4个智能网
箱建造进展顺利，预计今年陆续交付使用。
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鱼类10万吨，附带大
量海珍品，产值超百亿元。

“经海001号”是亚洲最大的量产型深海
智能网箱，为68米×68米×40米的钢结构坐底

式网箱平台，由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龙口基地设计建造，需要就位于南隍
城岛海域指定地点的33米海底，由海洋石
油船舶中心负责就位作业的指挥工作，这
也是该中心负责拖带就位的第六座海洋牧
场平台。

南隍城岛海域气候环境变化多端，风、
雨、雾、涌突袭成为此次精准就位面临的最
大难题。前期，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生产、经
营部门与施工方召开多次研讨会，实地勘查
现场，确定施工方案和备选预案。

6月1日早上6点，“经海001号”在北海救
112轮、胜利242轮、烟港拖22轮的协助配合

下，从龙口中集来福士船厂码头启航。
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半潜驳船“泰

瑞”开始缓慢注水压载、下潜坐底、网箱起
浮。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航海技术首席专家李
大炜带领两名拖航指挥专家紧盯现场、指挥
协调，随时观察调整半潜驳船和网箱的下潜
和漂浮的深度、高度，并准确及时地向施工
方传递信息。

“112船保持船位。242船马力加大百分之
五……速度保持每小时0 . 3海里……10米、8
米、6米、4米，1米，好，维持……”李大炜
认真地下达每一个口令。

“立即注水！”指挥口令一下达，来福

士施工人员迅速启动大马力潜水泵加紧注
水。指挥人员紧盯定位仪器，不敢有半点
马虎。“船舶带力，注意别走锚。”长时间
紧盯定位仪器屏幕，员工苏先锋眼睛早已布
满血丝，但是他强打精神，注视着定位屏
幕。

1分钟、2分钟、3分钟……集控室外，李
大炜步伐明显变慢，但依旧来来回回穿梭于
注水现场，随时将网箱的变化动向传达给集
控室。6月2日8点，“经海001号”智能网箱顺
利到达88海里外的南隍城岛海域，平稳矗立
在水深33米海底。业主方对拖航指挥专家不
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 本报通讯员 李敏 马俊松

小小的邮票里藏着“千军万马”，珍贵
的收藏品中藏着党一个世纪的“叱咤风
云”。胜利油田文联巧用邮票和收藏品，挖
掘邮票和红色收藏品中丰富的党史资源，开
发10堂《邮票与收藏品里的党史》系列党
课，串起了党的百年历史。

“这几年我特意收集了‘十九大’‘扶
贫’等邮票，就是想把隐藏在邮票背后的党
史故事讲给大家听。”作为本次活动分享人

之一，石油开发中心科研所原党支部书记王
清有着丰富的“邮票党史”授课经验。

此次推出的《邮票与收藏品里的党史》
系列党课，共从全油田22名集邮和收藏品爱
好者中征集，包括邮票、红色收藏品、海
报、毛主席纪念章等760余件，这些最早始于
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犹如一个个被暂存下
的历史片段，闪耀着党的思想光芒。

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文联巧用小邮票、
珍藏品述说大历史，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让油田广大干部员工潜移默化接受

红色熏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此次系列党课，共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中国共产党是全
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等党的十个重大历
史阶段。10名义务讲解员，以党史发展脉络
为题，制作成30分钟的精致党课。

作为开篇之作《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宣
讲者贾维，是一位集邮爱好者，他不仅创办了
最早的集邮网站，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研究
邮票知识，这些都成了他授课的宝贵资源。6月
25日，他的第一堂线下课程与基层员工正式见

面。
“这堂党课，让我想起为革命牺牲的爷爷。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这些革命先辈用生
命和鲜血铸成的。”油田党校（培训中心）学员
服务中心党支部党员郭玉科说。

“邮票虽小，却蕴藏着大历史、传承着
大精神。”油田群团工作部文联办公室主管
宋红妮坦言，“下一步，我们将送教到基
层，让广大基层职工群众从邮票和收藏品中
感知党史、熟记党史，真正读懂和理解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通讯员 巴丽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建党100周年前夕，胜利油田400余

名老党员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据了解，胜利油田共有400余名组织关系在油

田、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老党员获颁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2021年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国共有710多万名老党员获颁纪念
章。据悉，此项工作将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每年
“七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纪念章。

□通讯员 孙万芹 王维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29日，胜利油田石油工程技术

研究院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主要负责石油工程新技术的

研究、引进、推广，以及油田各类规划、设计方案的
编制审核工作，是油田勘探开发的重要技术参谋部，
近五年获发明专利268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27项，打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胜利
页岩油开采重大突破。

□通讯员 王彦磊 张洁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0名党员用100天时间讲百年党

史、谈启示体会、畅谈未来作为，胜利油田公共事业
管理部开展“百人百日讲百年”活动，庆祝建党100
周年。

今年3月份，公共事业管理部党支部搭起“百人
百日讲百年”学习讲台，邀请支部100名党员用100天
时间讲百年党史、谈启示体会、畅谈未来作为，每名
党员干部认领党史中的一个年份，以党的历史重大事
件为线索，给党员讲党史故事。他们把“四史”嵌入
“三会一课”、专题辅导等，让党史学习教育渗透进
工作的方方面面。

□通讯员 徐海峰 王国章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21日，“母亲河畔绿色企业

行”中央媒体采访活动走进胜利油田，围绕油田绿色
生产、低碳发展等工作进行采访报道。

新华社、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十余家中央媒
体记者，现场采访油田相关业务负责人，先后到现河
厂六户采油管理区、营二井光伏发电项目、胜利油田
发现井华八井进行现场采访，详细了解油田生产、新
能源开发建设等情况。

胜利油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近年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
为，以清洁、高效、低碳、循环为目标，积极推进清
洁生产，加大减碳降碳力度，拓展新能源发展布局，
全力建设绿色油田，争当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标杆企业。

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第一座亚洲最大量产型深海智能网箱

“经海001号”精准就位南隍城岛海域

“藏”在邮票里的党史故事

400余名老党员获颁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油田一基层党组织获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百名党员讲百年党史

□通讯员 孙刚刚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25日，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

司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永远跟党走·为国找石油”
发展论坛，总结成就经验、规划发展蓝图。

此次发展论坛系统总结了胜利物探的发展成就和
目标任务，展望物探技术发展趋势，探讨科研攻关方
向，开展党史专题讲座，坚定“永远跟党走·为国找
石油”的信心和决心。

自1971年成立以来，胜利物探矢志为国找油找
气，积淀形成了单点高密度、滩浅海、可控震源宽频
高效勘探等12大核心技术，编制了国内物探行业首套
地震勘探项目管理体系，创新应用“互联网+”技术
打造出了视频监控、车辆预警、手机工序质量监控等
一整套现场管控平台，持续提升地震勘探质量效率，
高质量服务油气勘探开发。

50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国内近30个省市区，以
及伊朗、沙特、蒙古等多个国家地区，累计提交优质
的二维地震测线28万千米，三维地震面积近10万平方
千米，为油田累计发现81个油气田提供了强劲的物探
保障，也为西部油气大开发、南方气田大发现、东北
油气资源开发贡献了胜利物探力量。

“永远跟党走·为国找石油”

发展论坛举办

“母亲河畔绿色企业行”

走进胜利油田

□通讯员 江川 张莉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截至目前，油田职工住房转移登记

20 . 49万套，《不动产权证书》出证率达到99 . 9%，发
放产权证19 . 76万本，油田职工住房登记工作基本完
成。

2018年，随着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的深入推进，
胜利油田全力以赴推进住房登记工作。油田公共事业
管理部与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等部门适应房地合一、统一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政策
新要求，探索职工住房登记路径，由市政府相关部门
出台《胜利油田职工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解决胜利油田职工住房不动产登记和上市交易
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等，油田职工住房登记各责
任单位广大工作人员整理档案资料60余万套，形成登
记材料累计100余吨。为妥善解决油田职工住房登记
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职工住房登记问题的妥善解决，是油地携手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油田职工住房

登记工作基本完成

“吃”进二氧化碳，“吐”出石油
我国首个百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项目启动建设

胜利油田一专利荣获中国专利奖金奖

□通讯员 王国章 朱保强 报道
国资委日前命名首批100个中央企业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胜利油田优良传统展厅入
选其中。

国资委命名首批100个中央企业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旨在紧紧围绕中央企业党史学
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突出展示中央
企业红色基因、红色血脉，展现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央企业涌现的优良传统、先进典
型和铸就的大国重器。胜利油田优良传统展
厅于2021年2月落成，截至目前，已接待各
类群体参观243场次，参观者共计7548人
次。

□通讯员 刘梦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通过各项测试后，“胜利医

保”小程序于上个月在胜利油田推出使用，胜
利油田参保职工掌上办理相关医保业务，省时
间、少跑腿，部分业务实现“一掌通办”。

“胜利医保”小程序是按照“鲁医保”的
标准开发的、为油田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提
供服务、方便参保职工掌上办理医保相关业务
的一款微信小程序，包括查询和自助业务办理
两大功能。查询功能，围绕参保职工个人参保
信息，包括社保卡信息查询、社保卡交易查
询、社保缴费查询、医保账户余额查询、退休
金发放查询。自助业务办理，包括申领医保电
子凭证、社保卡挂失解挂、出具个人参保证
明、门诊统筹定点医院变更、已经联网结算生
育医疗费的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医疗账户共
济绑定等。

“胜利医保”业务
可以“一掌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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