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油田 共4版 本版编辑/美编：杨珣

2022 . 5 . 13 星期五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96706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力量
胜利3万余名团员青年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
松 通讯员 巴丽蒙 刘薇 )

屋外，是浪花翻涌的大海；
屋内，海洋采油厂中心三号平
台“碧海青春”突击队队员向
绍宏心潮澎湃。5月1 0日上午
10时，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收看完大会实况直播后，
向绍宏更加坚定了扎根海上
献石油的决心，“作为海上油
田新一代青年，我将脚踏实
地、淬炼本领、迎难而上，为全
力保障海上油田油气安全生
产贡献青春力量。”

从东部到西部，从陆地到
海洋，从会议室、办公室到生

产现场，胜利油田和胜利石油
工程公司共计3万余名团员青
年和团干部通过电视、网络、
新媒体平台等方式收听收看
大会实况，聆听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

像春雨沁人心脾，似春风
唤醒绿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引
起强烈反响，大家心潮澎湃、
备受鼓舞。青年员工纷纷表
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作
为工作开展的总遵循、总定
位、总航标，始终保持着一股
干劲、一种拼搏精神、一种顽
强毅力、一种不屈性格，沿着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青
春力量。

“总书记说，‘广大团员青
年主动作为、勇挑重担，哪里

最困难、哪里就有团的旗帜，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团员青
年的身影’，这句话让身处大
漠的我感受深刻。”新春公司
青年员工程昱在永进3-斜1 1
井场值班室第一时间收看大
会实况直播。正值永进油田多
口新井投产，听完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让他信心更满，干劲更
足。“我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将青春献给胜利西部大发展，
在西部沙漠里绽放不一样的
青春色彩，让奋斗成为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程昱说。

“把全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示范工程的各项工作高
质量完成，就是我们青年一
代，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在
全国首个百万吨级CCUS示范
工程13号注入站现场，正在用
手机回看大会直播的注汽技

术服务中心CCUS项目部青年
员工范少伟记录着让他感触
深刻又启迪思考的关键词：奋
勇争先、勇毅前行、踔厉奋发、
强国有我……

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有
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
时，字字句句敲在上千公里之
外的东胜蒙古公司采油工程师
信明利心头。据了解，东胜蒙古
公司驻地偏僻，信明利用手机
网络连接笔记本，再将笔记本
投影到电视上，和同事一起收
看大会直播。“作为海外石油战
线上的青年员工，虽然面临着
多方面的生产、经营难题，但我
们会迎难而上，牢牢端稳能源
饭碗，让青春在戈壁大漠绽放
绚丽之花。”信明利说。

鲁明公司青南采油管理
区担负着在油田乃至全行业

打造智能尖端旗帜的使命任
务。作为“85后”占比超过70%
的年轻团队，他们第一时间守
候在电视机前，收看共青团成
立1 0 0周年大会，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从声声期盼
和谆谆嘱托中汇聚创新打造
智能油田建设示范区、勇做智
能发展先锋的青春力量。

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牛页
一区试验井组党员活动室内，
党支部书记黄利民和员工正
聚精会神聆听总书记重要讲
话。“去年总书记来70183钻井
队视察时，多次称呼我为‘小
伙子’，让我充满了干劲和斗
志。今年，我们踏上了勘探页
岩油的新征程，将树立敢打必
胜的决心，以勇往直前的奋进
姿态，在青春赛道上勇立新
功、勇创佳绩。”黄利民说。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顾
松 通讯员 于佳 翟晓晨 )

四月的油城，苍翠欲滴，繁
花似锦。4月19日，胜利油田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重走
总书记视察路线，重温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激发奋进动力。
同一天，以“牢记嘱托担使命

高举旗帜向百年”为主题的
新时期胜利价值观主题宣讲
会开讲。

历史的镜头、感人的故
事、英雄的人物，现场的每一
名观众真切感受着旗帜的火
红、精神的滚烫。

品牌是企业竞争力的标
志，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有
力武器和重要法宝。近年来，
胜利油田把品牌建设作为增
强影响力、提升竞争力、凝聚
向心力的关键支撑，全面聚焦

“创新引领行业未来，责任创
享美好生活”品牌主张，突出
品质、品格、品位的叠加效应，
展现了中国石化品牌在上游
企业落地的“胜利作为”，展示
了中国石化负责任、大作为的
企业形象，为中国石化品牌注
入硬核实力。

胜利油田铸牢红色品质，
始终唱响“我为祖国献石油”
主旋律，深挖石油石化传统时
代内涵，将增储稳油降本、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作为油田展
现品牌价值的核心，大力提升
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当好国内
油气增储上产推动者，不断提
升中国石化品牌的生命力和
支撑力。

60多年来，胜利人坚决扛

起“在经济领域为党工作”的
大旗，把爱党爱国的报国情怀
凝聚到发展石油事业上，连续
9年稳产3 0 0 0万吨以上，连续
20年稳产2700万吨以上，累计
生产原油12 . 7亿吨，占我国同
期陆地原油产量五分之一。

精神缔造胜利。60多年的
勘探开发，同样也形成了“苦
干实干”“三老四严”的作风，
已经成为胜利人的“传家宝”。
胜利油田将“五个永葆”融入
胜利人精神血脉，大力践行

“爱国、创业、创新、开放”的新
时期胜利价值观，培育了严细
实的基层责任文化，先后涌现
出顾心怿、曹绪龙、王涛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
创新是品牌建设的第一

动力。胜利油田大力推进科技
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全
面聚焦打造技术先导型企业，
培育创新生态，在油气勘探最
有潜力的目标抓突破、在油气
开发矛盾最突出的领域抓创
新、在生产经营最薄弱的环节
抓优化提升。以变革性思维推
进油公司体制机制建设，积极
构建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打造
出一批具有核心知识产权、处
于行业先进水平的理论技术。
自主创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
高温高盐聚合物驱提高采收
率和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 )等技术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充分肯定，为集团公司成为
重要创新策源地、提升品牌

“含金量”贡献了胜利智慧。
在“石油地质大观园”里，

胜利人披荆斩棘、迎难而上，
攻克了一道道难关，打造了一
批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油气
勘探开发科技利器。陆相断陷
盆地隐蔽油藏勘探技术入围
中国石化“十大优秀技术品
牌”，肩负起“稳定东部发展西
部”的国家战略重任。以非均
项复合驱技术为代表的世界
领先化学驱，采收率突破60%
极限，引领了大幅度提高采收
率技术发展的方向；自主研发

的单点高密度地震勘探技术、
自动化作业装备、高干度注汽
锅炉等30余项技术装备，成为
进军油气勘探开发高端市场
的利器。

创新技术，树立了中国石
化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品
牌形象。一系列体系构建、机
制创新、要素激活等方面的实
践探索，为国内老油田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探寻出一条路。

将中国石化品牌融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油田持续提升绿
色品位，制定油气生产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将
绿色发展贯穿勘探开发全领
域、覆盖专业技术服务全过程、
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加快地
热、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
利用，打造形成多能互补、低碳
循环新模式，积极推进CCUS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S(碳
捕获和封存)等脱碳产业发展，
建 设 了 我 国 首 个 百 万 吨 级
CCUS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持
续下降，能耗总量和强度大幅
降低，探索走出了一条化石能
源与新能源并举、降碳与碳利
用并重、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
并行的绿色发展之路，绿色能
源正成为鲜明的品牌彰显。

“十三五”以来，油田先后
投入3 . 36亿元实施气代煤(油)
工程，年减排二氧化碳39 . 5万
吨，完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区300处生产设施关停退
出和生态修复，布局形成了地
热、余热、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等储能新格局。

胜利油田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放力度，不断提升中国石化品牌的生命力和支撑力

为擦亮中国石化品牌注入“胜利力量”

莱113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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