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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油总产量自2010年达到5000万吨后，连续5年实现稳产——

“深水舰队”已起航“深水大庆”待发现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海洋旅游产业如何驶向高端
端 然

近10年来，全球新发现油气田的60%在海上，全球油气开发的50%以上也在海上。但是，深海油气开发的难度极其

巨大，离岸越来越远、水越来越深、油藏条件越来越复杂、环境要求越来越苛刻。日前获得今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

981钻井平台被誉为“深水大庆”，正率领着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的“深水舰队”迎难而上、挺进深海。

当前，耕地、淡水资源等生产条件约束日趋突出，
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在此严峻形势下，山东将视线转向与自身陆地面积相
当的 15.9 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海洋。近日，山东出台了

《关于推进“海上粮仓”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
统筹粮食安全和海洋渔业发展，“耕海牧鱼”建设高端
优质海产品生产基地。到 2020年，山东省水产品总产
量将达到 1000 万吨，按照蛋白质含量折合粮食当量
400 亿斤，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达到 100 公斤，为城乡居
民提供 40%的动物优质蛋白。

据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宋继宝介绍，渔业
在保障食物供应、养护水域生态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
出。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已将水产品列入粮食范畴，在
粮食保障方面，水产品可以起到代粮、节粮和促粮三大
作用。据了解，生产 1 公斤的鱼肉仅需消耗谷物 1.5 公
斤，而生产 1 公斤的牛肉却需要消耗谷物 7 公斤，很多
滤食性鱼类可以不消耗谷物，仅仅依靠摄食浮游动植
物来转化形成优质蛋白，水产品蛋白质含量大约是谷
物蛋白质含量的 2 倍。发展渔业不仅不与粮食生产争
地、争水，而且可以改碱、肥田、解毒。山东沿黄区域

“上粮下渔”改造盐碱地的做法，收到了渔、粮两利的成
效。农田施用海藻肥还可以有效改良土壤，解决土壤
重金属超标、土壤板结等土壤污染、退化问题。

山东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 3345 公里，约占全国
的 1/6，具有建设“海上粮仓”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产业
基础。近年来，山东引入工业化的理念建设现代渔业
园区，渔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全省已审定规
模化的省级现代渔业园区 223 处，园区示范引领作用
突出，其中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渔业园区达 50 多个，
东营市 30 万亩现代渔业园区成为全国最大的渔业园
区。目前，山东已形成了海参、对虾、扇贝、海带等十
大优势主导产业，全省规模以上渔业企业发展到 720
多家，规模化的专业渔民合作社发展到 1500多个。

山东还是我国渔业科技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云
集了全国半数以上高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创新能
力强大，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同
时，山东省的渔业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先后实施
了渔业增养殖、渔港、渔船管理和养殖水域滩涂占
用补偿等一系列规章，严格渔船管理，实施伏季休
渔制度，保障了渔业发展环境。

有关专家指出，山东实施“海上粮仓”建设，渔业生
产仍面临 4块短板：

近海传统渔业资源衰退。受过度捕捞等因素影
响，山东海洋渔业资源的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种类组
成趋于小型化、低龄化、低质化，带鱼、大小黄花鱼、乌
贼等传统渔业资源已形不成渔汛。

渔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渔港渔
船老旧现象突出，渔业养殖设施普遍老化，水产品加工
增值率普遍不高，水产品质量追溯、水生生物疫病防控
体系尚不完善，渔业机械化水平低。

渔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目前，全省渔民专业合作
社共 1561家，入社成员近 7.3万户，占全省渔民总户数
的 15.2%。渔业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品牌化水平
提升乏力，现代化水平受到制约。

渔业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山东渔业尚未被纳入
政策性保险范畴，商业性保险也刚刚起步，未对水产养
殖业形成大面积覆盖，一旦遇到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
受灾渔民恢复生产难度很大。

下一步，山东将着力培育水产养殖、渔业增值、海
洋捕捞、水产加工、渔业休闲五大主导产业，积极推进
实施现代渔业园区建设、海洋牧场建设、远洋渔业建
设、水产品冷链物流建设、休闲垂钓基地建设五大重点
工程，着力构建“海上粮仓”的资源环境保护、现代经
营、科技支撑、公共服务保障、政策支持五大支撑体
系。此外，山东还将设立“海上粮仓”建设投资基金，积
极探索将渔业养殖保险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山东建设“海上粮仓”

2020年水产品产量将达1000万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海洋产业巡礼 海水养殖

到三亚去过冬，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选择。眼下，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去往

马尔代夫、普吉岛、巴厘岛等国外海岛的旅

游线路也日益火爆。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

海洋旅游？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希望到碧

海、蓝天、阳光、沙滩的大自然中放松身心。

在海洋经济的产业门类中，海洋旅游

产业占据着重要位置。目前，海洋旅游产

业已经成为世界海洋经济的最大产业之

一，在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等国，海洋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

的重要产业或支柱产业。

在我国，虽然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等

光彩夺目的新兴产业相比，海洋旅游业似

乎有点波澜不惊，其实秀色可餐。《2013 年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海洋旅游

业是我国 12 个主要海洋产业中的“领头

羊”，2013年实现增加值 7851亿元，比第二

位的海洋交通运输业高出近 2700 亿元，比

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

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

用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 9 个

产业的总和还要多出近2000亿元。海洋旅

游产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的增长点。

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海洋旅

游产业仍停留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初级

阶段。虽然我国海洋旅游资源丰富，但是

仍局限于以城市为依托的滨海旅游，海洋

旅游线路整体规划和资源开发的水平较

低，缺少高端海洋旅游产品。

我国海洋旅游产业要驶向高端，前提

是必须下大力气保护好海洋环境。《2013

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辽东湾、渤海湾和

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

珠江口水质极差。相比之下，夏威夷群

岛、马尔代夫群岛、巴厘岛、普吉岛等之所

以能成为国际知名的海洋旅游度假胜地，

关键是把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科学合理的

开发结合起来了。

海洋环境极为脆弱，对海洋旅游资源

的开发必须保护优先，遵守严格保护、科

学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特别

是对于稀有、不可再生的海洋旅游资源，

应以保护为主，严格控制开发力度。

海洋旅游，人们看的不仅是生态，也

有文化。从地中海、加勒比海、东南亚、南

太平洋到美国夏威夷和南亚的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土著民族的生活方式、多民族

交融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时

尚元素的结合，不仅成为最有魅力的旅游

吸引物，而且成为了旅游目的地的独特形

象。因此，要提升我国海洋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必须深度发掘海洋文化资源，发展

海洋文化旅游，特别是加大海上丝绸之

路、南海水下文物、渔家文化等本土海洋

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

要推动我国海洋旅游产业向高层次

迈进，还应顺应海洋旅游多元化、立体开

发的趋势。

海洋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海洋旅

游的内容其实十分广阔。当前，世界海洋

旅游发展正在从单纯的观光向休闲度假转

变，旅游产品也逐渐形成了涵盖滨海、海面、

空中、海底的立体式格局。除了传统的滨海

旅游项目，人们既可以挑战热气球、探险等

空中项目，也可以体验游泳潜水等海中项

目，还可以尝试潜水艇观光等海底项目，更

可以进行海岛旅游等离岛项目和邮轮、游艇

等远洋项目。

因此，我国应加快推动海洋旅游从单纯滨

海观光旅游向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和海上观光

旅游的转化，将目前单一的滨海游览观光产

品调整为涵盖滨海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海

上运动、科普教育等多元化的产品结构。

全球海洋油气资源丰富，储量巨大，
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能源供需
格局。据统计，2008 年至 2012 年，除北
美地区外，全球探明油气可采储量为 200
亿吨油当量，其中海洋探明油气可采储量
为 145亿吨，是同期陆上的 2.6倍。

据有关专家介绍，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主要分为浅海(水深小于 500 米)、深水(水
深超过 500 米)和超深水(水深超过 1500
米)不同领域。近年来，海底地震技术、海
上平台、旋转导向钻井和浮式生产系统等
技术装备取得巨大突破，全球海洋油气作
业水深纪录被不断刷新，其中深水及超深
水 领 域 不 断 获 得 重 大 油 气 发 现 ，截 至
2013 年，已发现深水油气田约 750 个。
随着深水及超深水领域任务量逐渐增加，
大型作业装置需求旺盛，海洋油气勘探开
发投资也在持续升温。

记者日前在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海油”）2014 年度开发生产会
上获悉，公司在国内近海的生产油气田已
突破百个，其中油田 93 个、气田 13 个，已
有生产平台达 200 座。自 2010 年中国海
油国内总产量达到 5000 万吨后，中海油
预计连续第 5年实现稳产。

5 年间，中国海油的油气田数目和生
产 设 施 数 量 都 在 快 速 增 长 。 据 统 计 ，
2009 年中国海油有生产油气田 71 个，5
年里增加了近 50%。仅 2014 年，中国海
油便有 13 个新项目投入生产。“南到崖城
13-1 气田，北到锦州 9-3 油田，西到涠洲
11-4 油田，中国海油在国内海域的油气
版图不断丰富和扩大。”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凡荣说。

不断增加的油气田数量需要辅以更
多的海上生产设施。2009 年中国海油海
上生产平台有 146 座，而到了 2014 年，这
一数字已刷新至 200座。与此同时，水下
海底管线已增至 292 条，总长度达 5926

公里，如果把这些海管连接在一起，可以
从漠河一直铺到中国南海的最南端。

2014 年，中国海油深水作业能力显
著提升：“海洋石油 289”作为中国海油引
进的第一艘深水多功能安装船加入深水
舰队；“南海九号”在南海西部近千米深水
区作业成功，完善了我国深水钻井平台梯
队建设，形成了适合不同水深的多层次深
水钻井能力；中国海油高效运营“海洋石
油 981”钻井平台，在南海深水区一举发
现陵水 17-2，且平均作业时效远超国际

同类平台，多项关键深水技术实现突破，
成为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走向深水不
可或缺的生力军。

目前，中国海油经过 10 年攻关，已自
主掌握了全系列、全海域、全天候的浮托
安装技术，可熟练运用锚系、低位、动力定
位等多种方式，在深浅水海域进行浮托安
装，并且打破了过去只有4月到10月期间
才能进行浮托安装的“气候窗”限制，形成
了全天候作业能力。其中，中国海油凭借
超大型平台组块整体浮托安装技术已让

5000吨级到30000吨级的17个平台在海
上站稳脚跟，万吨级项目早已不足为惧。

中国海油不断向深水等高技术含量
的服务领域进军。2014 年，中国海油发
展工程技术公司加快发展深水服务能力，
全 年 深 水 监 督 业 务 实 现 收 入 增 幅 达
220%，并成功带动了深水工具服务、深水
药剂产品市场，为上游公司降低了成本。
通过几大深水项目的运作，在深水队伍培
养与建设、技术服务支持、项目运作经验
上都得到了历练与提升。

熟悉石油行业的人都知道，上产难，
稳产更难。2014年 12月 25日，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下称中国海油）渤海油田顺
利完成 3000 万方产量目标，这是渤海油
田连续 5年实现稳产。

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2014 年中国
海油国内油气总产量再次实现 5000 万
吨，这是自 2010 年达到 5000 万吨后，第
5年实现稳产。

目前，中国海油在国内拥有渤海、东
海、南海东部、南海西部等4个主力油田，对
油气产量贡献最大的渤海油田已连续5年
超额完成3000万方产量目标（渤海油田1
方约合0.925吨），这个产量约占中国海油
国内油气总产量的60%。截至2014年底，
渤海油田累计发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32.89亿吨，累计产油2.5亿吨油当量，成为
我国北方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

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渤海石油管
理局局长袁光宇介绍，渤海油田矿区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储层多样，油层分布复
杂，稠油储量约占 60%以上，“有人把稠油
比 喻 成‘ 塞 在 地 下 的 面 团 ’，开 采 难 度
大”。多年来，渤海石油迎难而上，大胆创
新，打破观念枷锁，探索出一条独具海洋
石油特色的开发模式。随着一批大型油
气田的发现，渤海油田油气产量快速上
升。

随着渤海油田勘探开发进程加快，勘
探发现大油田的难度、老油田自然递减等
都制约着渤海油田的可持续发展。“在油
气田勘探开发上，渤海油田始终坚持科技
领先战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持续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袁光宇介绍，在油田勘探
方面，2014 年渤海油田勘探钻井 53 口，
获得 7 个商业或潜在商业发现，新增探明

石油地质储量 2.26 亿吨。其中高效集束
评价渤中 8-4获高品位油藏，创造了渤中
探区浅层油气层厚度的新纪录。渤中凹
陷西南环天然气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渤
中 22-1构造有望成为渤海海域最大天然
气潜力区。

在油田生产方面，自然递减率维持在
较低水平，渤海油田 16 个油田实现负递
减。其中，海上稠油热采技术获得突破，由
试验逐步转化为常规作业，渤海稠油热采

“试验田”南堡35-2油田产量突破千方。优
快钻完井技术继续推动降本增效，全年钻井
428口，工作量创渤海油田历史新高。与此
同时，探井全年作业效率较 2013 年提升
22%，作业成本降低10%，开发井、调整井累
计节省周期约 500 余天，综合提效 11%，
节省费用约 11.27亿元，降本达 12%。

袁光宇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努力，渤

海油田从油气勘探、开发设计、钻完井到
生产，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先进技术，油藏描述、储量评价等多项技
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渤海绥中 36-1油
田试验区开发工程”、“海上绥中 36-1 油
田丛式井网整体加密开发关键技术”等多
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目前，渤海油田已经提出了2015年上
产3500万吨、2020年上产4000万吨并稳
产10年的目标，建立一个‘清洁、和谐、可持
续’的渤海油田。”袁光宇说，“渤海油田的持
续发展为国家贡献能源的同时，也为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培养了扎实的人才队伍，为海洋
强国战略迈向远海、深海石油能源开发奠定
了基础。同时，我们正努力将油田整体发展
纳入中国和环渤海经济体系中，探索与渔业
等其他海洋产业合作互利的方式，争取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渤海油产量突破3000万方
本报记者 祝君壁

特 写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主研发的“深海平台安全保障监测系统”正式在中国

海油深水旗舰作业装备“海洋石油 981”深水钻井平台

上进行监测采集作业。 新华社发

中国海

油在国内拥

有 渤 海 、东

海 、南 海 东

部 、南 海 西

部等 4 个主

力 油 田 ，其

中渤海油田

产量约占中

国海油国内

油气总产量

的60%。

山东已形成海参、对虾、扇贝、海带等十大优势主

导产业。 苏 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