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化把重庆作为辐射西部和联接长江中下游的关键支点，加大投入，走出了一条清洁能源开发、应用、运
输、消费、自主创新的国产化之路——

今年 8 月底，涪陵页岩气田
焦石坝区块三口加密井正式投
产，涪陵页岩气田气井投产总数
突破 400 口大关：402 口，日产量
达 到 1775.5 万 立 方 米 ，可 满 足
3500多万户家庭日用气。

2013 年 1 月，中国石化部署
在涪陵焦石坝地区的焦页1HF井
投入试采，正式拉开中国页岩气
商业开发的序幕。

截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累
计产量突破 250 亿立方米，已成
为“气化长江经济带”重要资源基
础。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涪陵页
岩气源源不断地输往华中、华东
等地，惠及沿线6省2市70多个大
中型城市，上千家企业、2亿多名
居民，为全球页岩气开发提供了
中国样本。

涪陵页岩气开发只是中国石
化在重庆探索上、中、下游全产业
链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石化川
维化工公司（前身四川维尼纶厂）
作为涪陵页岩气下游工业化应用
的最大用户，用涪陵页岩气生产
出来的化工化纤产品正源源不断
地销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天然
气化工产业的领头雁。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
称“中国石化”）积极布局重庆：上
世纪 60 年代落子首家驻渝企业
—中国石化合成油脂公司，已成
为中国航天润滑油脂的3个重要
基地之一。1979年，总投资10.04
亿元的川维化工公司投产，设计
年产维尼纶4.5万吨，是迄今中国
最大的天然气化工企业……

目前，中国石化在渝企业达7
家，已走出了一条清洁能源开发、
应用、运输、消费、自主创新的国
产化之路，形成了能源供应的全
产业链，努力为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加油”“争气”。

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航空航天品质产品生产装置重庆石油分公司加油站

涪陵页岩气公司焦页1HF井

川维化工公司西区中央控制室

销售华南分公司巡检无人机

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构建“三基地一供应商”格局

中国石化在重庆积极构建以天然
气开发应用为龙头，润滑油产销研、成
品油销售为补充，积极打造“三基地一
供应商”建设格局。

建设涪陵页岩气田百亿立方米产
能基地。根据规划，到2020年，新增
探明储量1000亿立方米，产量达到
70亿立方米。同时，瞄准勘探开发技
术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力争早日实现
页岩气“万亿立方米储量、百亿产量”
远景目标。

建设重庆市最大的车用天然气供
应商。目前中国石化在渝大力发展加
气站和LNG工厂，重庆石油分公司天
然气总销量达110万立方米/日。

建设全国最大的合成润滑油脂产
销研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矿物润滑油
脂产销研基地。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
合成油脂分公司，产品涉及20大类
1000多个牌号，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汽车、高铁、新能源等高端制造领
域。2016年，在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
建成生产能力21.5万吨／年的润滑
油脂生产基地。

建设天然气精细化工、高端新材

料生产和研发基地。川维化工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天然气化工企业，年加工
天然气／页岩气超过15亿立方米，主
要产品聚乙烯醇（ＰＶＡ）出口占全国
出口总量的50%。

“‘三基地一供应商’建设格局，有
利地保障了重庆能源供应。”中国石化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石化在渝
油气网络覆盖我市38个区县，在渝每
座加油站的经济运距都在百公里之
内，其中47%油品配送距离在50公里
以内。

坚持创新驱动
系列“重庆造”产品引领市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石化在渝企
业坚持技术、产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
端。

2008年，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
军全军作训服换装，川维化工公司与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四川大学一起成
功研制生产出了军用作训服专用纤
维——强力耐磨纤维，实现了军需产
品在开发上的重大突破。

201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该强力
耐磨纤维就用在受检阅方阵全体官兵
所穿的军用作训服里。

“川维造”强力耐磨纤维之所以能
入选，是该公司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的结
果。据介绍，添加强力耐磨纤维的军
用作训服，不仅更吸湿排汗，耐磨次数
可达千次以上。

经过不断创新，目前川维化工公
司生产的维纶纤维已经形成了“高强、
水溶、功能性纤维”三大系列近百个新
产品。

川维化工公司是上世纪70年代
初经国家批准引进的四套大化纤项目
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以天然气为主要
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特大型企
业。

成立以来，川维化工公司为改变
生产原料的局限性，坚持创新，积极推
进集团化、多元化经营，并向中下游延
伸，实现了化工、化纤两条线发展格
局，形成了“基础+高端”、“化工+材
料”的发展定位，通过打造精细化工、
新材料，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转型发展。

川维化工公司天然气部分氧化制
乙炔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近年
来，公司与中亚等国家合作，有力助推
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2018年，
川维PVA（聚乙烯醇）出口量占国内
出口份额50%，且连续3年实现高速
增长。

目前，一系列“川维造”产品和技
术引领国内甚至国际市场。

从川维优质甲醇助推嫦娥三号登
月，到川维PVA（聚乙烯醇）产品通过
FDA认证，进入欧美食品药品行业，
再到川维开发纸用施胶剂产品成功替
代进口产品……

“川维牌”产品远销北美、欧盟、南
美、亚洲等地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PVA产品从建厂伊始的一个牌号发
展为现有的百余个牌号，VAE产品从
最初引进的6个牌号发展为现有的20
余个牌号。

不只是川维化工公司，中国石化
驻渝企业一直坚持以科技创新助力重
庆高质量发展。

涪陵页岩气田作为中国首个国家
级页岩气示范区，经过多年技术攻关
和集成，已经形成五大技术体系、近百
项技术标准，实现了页岩气开发技术
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也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3个完全
掌握页岩气开发成套技术和实现页岩
气商业开发的国家。

合成油脂公司生产的合成油脂成
功护航了中国航天任务，从东方红1
号卫星到长征系列火箭，从神舟载人

飞船到“嫦娥”探月卫星，可以说见证
了属于中国人的太空传奇。

今年3月，西南石油工程重庆钻
井分公司承钻施工的四川威荣页岩气
区块43-5HF全井完钻，标志着威荣
页岩气开发提速获得了新突破，为川
渝能源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依靠科
技创新，公司还先后参与了川气东送
工程建设、普光气田开发建设、元坝气
田开发建设、重庆页岩气开发建设等
项目。

全过程智能化
打造油品智能化全产链生产

车子停在智能加油机前，不用扫
码、不用刷卡，也不用付现金，系统自
动计量你的加油升数，智能结算加油
金额。

在今年8月智博会上，重庆石油
分公司“无感支付”智慧加油站——唐
家沱加油站亮相。这也是中国石化在
渝打造首座“无感支付”智慧加油站，
并于今年8月22日开业。

你可能不知道，唐家沱加油站拥
有4大类、50多项黑科技。该站不仅
会认人、会认车牌等，还实现了车主免
扫码、免下车、即加即走全新加油体
验，整个加油过程平均缩短至不到2
分钟。

如今，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技
术等的快速发展，重庆石油分公司正
在打造科技+体验、科技+便捷和科
技+管理的“人·车·生活”生态圈。

重庆石油分公司称，未来3年，重
庆所有加油站具备智慧站基础功能，
50座站具备智能化程度较高的水平，
10座站具备加油行业智能化程度领
先的水平。

智慧加油站只是中国石化在重庆
打造油品智能化产业的一个案例。目
前，中国石化在渝企业正在全力推进
智能化生产，正在打造从采集、输送到
消费全过程智能化场景。

在管道运输方面，中国石化销售
华南分公司则实现了无人机空地一体
化巡查监控。6月17日22时55分，
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
经核实，距离震中122公里的川渝成
品油管道内江市东兴区段进出站压力
出现轻微波动（0.001-007Mpa）。

接到警讯，中国石化销售华南分
公司川渝管理处立即出动了20架次无
人机协助巡查。无人机仅用了14小
时，将近40处“疑似隐患点”最终排除，
川渝管理处所辖管道均未出现异常。

“如此快速的排查，这在以前想不
都敢想。以前可能至少需要几天甚至
一个月时间。”中国石化销售华南分公
司川渝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目前该公司无人机每个
月都要对重庆地区所有管道进行全覆
盖巡查，管理人员根据无人机传回的
画面，对比管道前后地形地貌变化，快
速找出管道安全隐患并及时整改。

涪陵页岩气田正加速页岩气勘探
开发向“智能”时代转型，打造智能化
气田。

践行绿色生产
守住青山绿水

“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2018
年5月，中国石化在武汉召开长江经
济带区域企业环保工作推进会，川维
化工公司主要负责人做出掷地有声的
承诺。

承诺的背后是川维化工公司始终
把绿色低碳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
构筑长江绿色屏障为己任，积极履行

“奉献清洁能源，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川维化工公司地处长江北岸，为

守住青山绿水，近年来，已先后投入
10亿余元，全力推进水体风险防控能
力提升工程。目前已建成南罐区事故
污水收集池、黄桷堡事故污水收集池
和环境安全综合治理废水可视化项
目。

“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废水、废气、
废渣提标改造，实现了废水‘清污分
流’、‘污污分流’和‘污污分治’。”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
耗(2010年不变价)下降了31.33%，共
节约标准煤67.16万吨。

67.16万吨标准煤意味着什么？
川维化工公司算了一笔账：这相当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41 万吨，植树

1680万棵，4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
一年的减排量。

川维化工公司只是中国石化在渝
企业实施绿色生产的缩影。重庆石油
分公司、涪陵页岩气公司等企业创新
生产模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探索天
然气替代汽油、柴油作为车用燃料或
工业燃料。

合成油脂分公司则推行“绿色润
滑”模式，实施200升桶装添加剂改散
装或液袋，废桶处理数量由2015年的
20859个减少至10621个。

据介绍，一个200升桶要产生18
公斤危险废弃物，1 个液袋容积为
1000升，仅产生1公斤危险废弃物，
这1万多个桶由此减少了180多吨危
险废弃物。

涪陵页岩气田开发产生的油基钻
屑全部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处理后
的岩屑含油率仅为千分之三，而北美
则是3-5%。百亿方涪陵页岩气田每
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200万吨，相当于
植树近1.1亿棵、800万辆经济型轿车
停开一年。

重庆石油分公司日销售天然气
110万方/日，每天可以减少CO2排放
量达821.75吨，一年则可少减排30万
吨CO2，相当于2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
开一年的减排量。

“输血”+“造血”
助力重庆打好脱贫攻坚战

青海的牛肉、吉林的人参、西藏的
青稞、湖南的腊肉……2019年9月10
日，“中国石化扶贫商品展销会暨第二
届易享节启动仪式”在渝开幕，现场来
自全国130多家扶贫厂商参展，110
个展位共展示了近2000种商品，其中
扶贫产品就有775种。

此次展会，重庆石油分公司共推
荐38个品牌共292支单品商品参展，
其中对口扶贫的彭水、城口、万州3个
区县参展商品合计11个品牌共99支
单品，品牌数量占比达29%。

“这是中国石化践行央企社会责
任，助力重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样
本。”现场中国石化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石化拥有全国3万多座加油
站、2.7万家易捷便利店、8000万加油
卡用户，每天为2000多万人次提供各
种服务。中国石化利用遍布全国的网
络优势，创新采用“输血”+“造血”帮
扶方式，打造扶贫商品立体化营销推
广体系，帮助贫困地区销售扶贫商品。

中国石化驻渝企业川维化工公司、
涪陵页岩气公司等积极参与公共设施
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地方发展。

涪陵页岩气公司出资1.5亿元共
建涪陵焦石-白涛物流通道，协同升
级改造焦石镇主干道。并铺设管线、
修建水窖，解决11个行政村1.1万名
民众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

川维化工公司以整村脱贫与精准
帮扶相结合的方式，近年来累计向对
口帮扶的云阳县及所辖单位捐款近
2000万元，助推云阳整体脱贫摘帽。
其成立的西南地区危化品应急救援基
地——川维消防大队先后参与汶川、
雅安地震救援，多次参与企业周边危
化品事故救援，山林、社区火灾救援
等，守护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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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中石化

中国石化 为重庆经济发展“加油”“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