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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能源

人们常说，最艰难的成功，不是
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
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
心。

隶属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的重庆气矿，它的初心就是“我为
祖国献石油”。自1999年重组改制
组建之日起，重庆气矿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听从党的召唤，与祖国同呼吸，
与企业共命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在川东气田广袤沃土辛勤耕
耘，坚决做西南油气田公司的骨干力
量、中坚力量。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追忆川东气田的发展脉络，离不
开相18井的卓著功勋。相18井静卧
华蓥山深处，是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探
开发领域战略转移到裂缝—孔隙型
气藏的重要标志，是我国规模开发海
相碳酸盐岩特大含硫气藏的崭新起
点。

追忆重庆气矿的发展历程，离不
开淳朴勤奋的石油工人。重庆气矿
人大力弘扬“石油精神”，无论职务高
低、岗位差异，无论顺境逆境、高潮低
谷，始终怀着饱满的激情，用无穷的
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开创了川东气田
勘探开发史上一个个奇迹，取得了一
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抒
写了川东气田高质量发展的五彩斑
斓画卷。

坐拥川东天然气资源的“聚宝
盆”，半个多世纪的积淀为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0年累计新增探
明储量703.29亿立方米、生产天然气
1014.7亿立方米、销售天然气837.8
亿立方米。2000年，气矿天然气生
产突破50亿历史大关，创下了新的
年产量历史记录；2002年，大天池构
造带地面集输工程竣工验收，天然气
年产量增加10亿立方米；2006年生
产天然气72.9亿立方米，成为当期全
国最大的天然气气矿；2009年，气矿
年生产天然气 71.68 亿立方米，继

2006年以来，连续4年实现了“稳产
70亿”目标。巴渝线、卧渝线、万卧
线、忠武线……一条条输气管网架起
气龙腾飞的翅膀，天然气从大山深处
走向重庆、输往西南，点燃千万家蓝
色火焰。

20年，重庆气矿从未停止改革
发展的前进步伐，始终贯彻落实高
质量发展方针，大力推进机构重组
整合，组织单位更加精炼高效。
1999年 10月，重庆气矿组建；2002
年7月，率先推行机构扁平化改革；
2003年，实施井站分级分类管理，实
行全员竞聘上岗；2004年，率先在一
线井站推行轮班作业制度改革；
2007年，推行中心站管理并在公司
推广；2009年，原川东开发公司部分
划入重庆气矿；2016年，原重庆公共
事务管理中心所属新闻中心、培训
中心划入重庆气矿；2018年，接收原
重庆公共事务管理中心员工分流安
置，整合调整机关部门职能配置，推
行精准激励机制；2019年，推行“三
项制度改革”及“五定”工作。系列
改革举措，如春风拂面，重庆气矿扬
鞭策马，向着未来疾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企
业革新和发展的助推器。重庆气矿大
力推广应用地质导向、气体钻井提速等
新技术新工艺，攻克了石炭系挖潜、钻
井提速等技术难题；开展生产信息化技
术研究及集成应用，信息化物联网、作
业区数字化管理平台等一批特色信息
化系统建成投运并发挥重要作用。
2007年、2013年、2018年，第一届、第
二届、第三届科技大会成功召开；2017
年，纪念川东石炭系气藏发现40周年
座谈会成功召开。大力开展科研成果
研究，成果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2项，荣获集团公司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形成知识
产权32件。未来的道路，重庆气矿将
继续以技术创新为引领，让创新科技增
强气矿核心竞争力。

精益求精 安全为天

20年，重庆气矿始终坚持高质量
发展方针，在管理上作文章，持续深
入开展管理提升活动。《重庆气矿生
产过程受控管理》创新管理成果先后
获西南油气田公司一等奖、四川省石

油企协一等奖、全国石油系统（行业
部级）现代化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国家级创新成果二等奖。持续深化
营销策略研究，稳步推进转型促销，
市场营销效益稳步提升。“十二五”时
期，累计销售天然气227亿立方米，
实现营业收入531.79亿元。以内控
管理体系为依托，优化整合、修订完
善气矿管理制度，对基本流程做“减
法”，提高管理效率；对关键业务流程
做“加法”，加强风险防控；坚持市场
准入，建立合同管理信息系统，气矿
年年荣获重庆市“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荣誉称号。

20年，安全为天。严格落实安
全环保责任制，开展全员QHSE履
职能力评估，建立健全“六位一体”
监督管理，推行《员工“三违”行为记
分管理办法》《生产及作业行为责任
记分办法》等管理，开展“12·23”安
全警示、“我的岗位我负责，尽职尽
心保安全”等安全生产主题活动，推
动安全环保形势持续向好。大力推
进基层站队QHSE标准化建设，构
建起以“三册一图”为框架的基层站
队QHSE标准化管理体系，矿属10

个生产单位通过公司达标验收。推
进实施基础管理标杆工程，探索应
用环保新技术新工艺，沙坪场区块
被勘探与生产分公司确定为节能示
范区块。践行“创生态矿区、建绿色
气田”的环境理念，用实际行动创造
了能源与环境的和谐。

20年，重庆气矿始终秉承“奉献
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积极参
与川渝地区相国寺、铜锣峡等地下储
气库建设和管理，积极探索建立各级
政府、地方企业“多元”合作方式，为
实现国家战略储备、保障川渝地区天
然气供应、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2002年8月，由“中国石
油”控股的渝川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在渝挂牌成立；2011年10月，西南地
区首座储气库——相国寺储气库建
设正式开工；2012年5月，在渝首座
LNG加气站——西永大学城LNG加
气站建成投运；2016年3月，与重庆
燃气公司合资成立的重庆天然气管
道有限公司正式运营。同时，进军海
外，积极介入土库曼斯坦阿姆河项目
气田生产管理，谱写了继往开来、突
飞猛进的新篇章。

自强不息 逐梦前行

20年，重庆气矿始终秉承人力资
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采取组织选拔
和竞争上岗方式，抓好干部队伍选
拔、培训、考核、评估工作，不断完善
优化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探索工程
技术岗位专业技术序列改革试点，加
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一大批专家、
技能骨干脱颖而出。深入实施员工
提素质工程，广泛开展员工职业技能
竞赛、专业技术人员劳动竞赛等，培
养了一大批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技
术、技能骨干。重庆气矿先后涌现了
30余人(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最美青工、中国石油特等劳模、重
庆“五一劳动奖章”等一大批站得住、
叫得响、过得硬的省部级以上先进模
范人物。

20年，逐梦前行。重庆气矿人的
中国梦就是“石油梦”。重庆气矿党
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继承
和发扬“石油精神”优良传统，积极践
行“精准服务”理念，聚焦“凝聚、传
承、创业、执行、形象”五个抓实，深入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打造党建
工作名片，构建了“大党建”格局。
2013年和2019年，重庆气矿成功召
开了第一届、第二届党代会。积极利
用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帮困、捐资助学
等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让输出的每立
方米天然气都凝聚着石油人奉献社
会的正能量。近10年来，重庆气矿
两次荣获“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称号、
201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殊
荣。

过去已成历史，回首来时，步伐
铿锵；未来正在开启，放眼前路，壮志
昂扬。让历史的光芒照进川东气田
的土壤，让“石油精神”的火种燎原重
庆气矿人的梦想。

新时代的号角，如击鼓催征；圆
梦的新征程，正高歌猛进。

文/雷念

弘扬石油精神 奉献清洁能源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成立20周年工作纪实

采气工人正聚精会神地检查仪表数据 摄/刘云兰重庆气矿标准化过滤分离器 摄/程红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9月23日，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的
金色田野上，瓜果蔬菜搭成的丰收塔、辣
椒“绘”出的鲜艳国旗、用簸箕组成的祝
福语，摆满了周边街道和活动现场。

长达数百米的道路被精心装扮成
“丰收大道”，整齐地排列着各类农产品
和新型农机展销，各乡镇设置的图片展
晒出了垫江多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硕果，

“临时图书馆”里涉农报刊引得众人传
阅，四处洋溢着浓厚的丰收氛围和喜庆
色彩。

数千名游客、农民群众汇聚于此，为
农民加油鼓劲、为农产品促销搭台、为美
丽乡村添彩，这不仅是在热烈庆祝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更是在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辉煌成就而喝彩。

活动现场，垫江县负责人和市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出席了启动仪式，为
新民镇明月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授
牌，为光荣脱贫示范户代表、土专家和田
秀才代表、种养大户代表颁奖，并向农民
代表赠送《稻花香里说丰年·我为农民拍
新颜》摄影作品。

紧接着，《春牛舞》《毕桥美》《王有才
脱贫记》……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场，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浑水摸鱼、挑谷子、
抹包谷等一系列比赛惊心动魄，再次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是邻村的，这次过来采购了农机
和水果，还专门和示范代表们交流了经
验，学到了很多。”在现场收获满满的村
民说，这样的丰收节十分有意义，不但让
他了解了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知识和
产品，还看见了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

“今天的活动是我们县上的主会场，
主要展示垫江特色，通过喜闻乐见的系
列丰富活动，展示垫江农村改革发展的
一系列成就。接下来，我们还会送文化
下乡，开展约30场文艺汇演。全县26个
乡镇（街道）也将因地制宜，自主开展相
关活动。”据垫江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将持续到11月。

传递重农崇农价值取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历史交汇期，今年的农民丰收节有着
特殊的重要意义。”垫江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上
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办好丰收节，
就是为了全面展示多年来垫江县农业农
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大农民朋
友共同体验和分享收获的喜悦；就是要

向全社会传递重农崇农的价值取向，营
造强农富农的浓厚氛围，全面汇聚推进
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丰收的季节展示的是今天的幸福，
托起的是明天的希望。活动当天，一批
脱贫示范户代表、“土专家”和“田秀才”
代表、种养大户代表受到表彰。其中，发
言代表毕桥村村民黄炼的故事，引起了
广大农民群众的共鸣。

“手握奖章，我的思绪回到了多年
前。在我人生低落、疲惫不堪的时候，我
选择了暂时逃避，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毕
桥。看到满是希望的家乡田园，我的心
开始激烈跳动起来。我的根在这里，希
望就在毕桥。”黄炼的话语道出了回乡创
业的众人心声。从最初10亩果蔬起步，
在县农业农村委和相关部门支持下，慢
慢发展到150亩，今年黄炼的西瓜和水
稻大丰收，还未收获就已订完，成立的专
业合作社步上了正轨，黄炼也光荣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我们特地增加表彰环节，就是
为了增强农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与职业自
信，不断提升他们的自豪感、获得感、幸
福感和荣誉感。”垫江县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说。

与去年相比，今年垫江还将丰收节

会场从城区变为更接地气的乡村，文艺
汇演也采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更专门添加了
成果展板和农机展销等多个会场，为鼓
励士气、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营造了良好
氛围，赢得了广泛好评。

农业农村经济平稳发展

从牡丹的国色天香到石磨豆花的唇
齿 留 香 ，从 康 养 垫 江 四 大 行 动 到

“22521”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垫江人民
用智慧和勤劳绘就了“三农”事业健康发
展的丹乡画卷。

近年来，垫江县委、县政府始终把
“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打
赢脱贫攻坚战为底线，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核心，以“品种品质品牌”建设为突破，
加快打造“重庆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扎实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先后获评“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县”“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县”“中
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等称号。

今年，垫江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着力推进农业
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农业农
村经济实现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产业
结构持续调整，初步构建起大小企业高
低搭配、初深加工互补互促的食品加工
4大集群；基础能力持续夯实，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4.53万亩、推广农机具2500
台（套）、示范全程机械化技术5000亩，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800人、实用技
术培训2.5万人次；农产品质量持续提
高，策划完成“花田垫乡”县域农业公共
品牌，申报“三品一标”61个，新增认证

“三品一标”农产品品牌共3个，入围“巴
味渝珍”市级品牌1个；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明晰承包地权属115.3万亩、核实农
村集体资产21.12亿元，新增改革试点
村2个，新建农民合作社30个、家庭农
场12家；决战脱贫持续深化，开展各类
培训300余场、宣讲780场次，发展扶贫
种植业 10 万亩，畜禽养殖业 20 万头
（只），促进5942人稳定就业。

上半年，垫江累计实现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29.5 亿元、可比价同比增长
4.6%，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9.6亿元、可
比价同比增长5.0%，增加值增幅排名全
市第三名、渝东北地区第一名。

刘玉珮 詹米璐 况宇

晒出发展成果 展示美好前景

让垫江更有节日味、乡土味、丰收味

9月23 日，风和
日丽，第二个中国农
民 丰 收 节 如 约 而
至。垫江县 2019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启
动仪式在沙坪镇毕
桥村拉开帷幕。

垫江农耕文明
积淀深厚，素有“巴
渝粮仓”、“川东小平
原”的美称，此次启
动仪式吸引了数千
市民和当地农民群
众一起，以节为媒，
释放情感、传承文
化、寻找归属，共同
分享节庆喜悦。

垫江县垫江县2019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文艺汇演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文艺汇演 摄影摄影//向晓秋向晓秋

割谷桩比赛 摄影/龚长浩
摸鱼比赛 摄影/龚长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