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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先行

长庆油田——

开发一片绿化一片

本报记者 李歆玥 实习生 程曼诗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 丽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主营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探、开
发、生产等业务，油气田分布在陕、甘、宁、内蒙古、晋 5 省
区，作业区域自然环境普遍脆弱。如何在保证能源生产
的同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是长庆油田探索绿色发展之
路的重中之重

2018 年，全国公共机
构扎实推进节约能源资源
和保护生态环境工作，并
取得新进展，全国公共机
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
筑面积能耗和人均用水量
与此前相比，均有明显降
低 ，较 好 地 完 成 了“ 十 三
五 ”节 约 能 源 资 源 进 度
目标

6 月 17 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成都举行
“2019 年节能宣传周全国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公共机构节能的累累果实走进了人
们的视野。

示范引领出实招
公共机构节能的效果有多大？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红
强调，2018 年全国公共机构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
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工作，并取
得了新进展，全国公共机构人均综合
能耗 341.57 千克标准煤，单位建筑
面积能耗 19.29 千克标准煤，人均用
水量 23.04 吨。与 2017 年相比，分
别 下 降 2.99% 、2.13% 、3.32% ；与
2015 年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7.87% 、
6.13%、9.11%，较好地完成了“十三
五”节约能源资源进度目标。
四川省在公共机构节能行动中
脱颖而出。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实施
10 年来，四川省先后创建 3 批 127 家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7
家全国能效领跑者，在全国率先发布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管理和消费统计
等规范标准，较好地发挥了公共机构
示范引领作用。四川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李云泽表示，四川省委、省政府
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全省各
级公共机构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落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新要求，扎实开
展六大绿色行动，稳步推进节能七大
工 程 ，推 动 资 源 全 面 节 约 和 循 环
利用。

垃圾分类显成效
垃圾分类是节约能源资源中的
重要一环，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重要举措。
2017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中宣部、中直
管理局 5 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切
实推进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截至 2018 年底，134
家中央单位、27 家驻京部队和各省
直机关已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已实现直属机关垃圾强制分类。
今年 5 月份，住建部联合国管局
等 9 个部门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继续发挥公
共机构引领作用，积极扩大垃圾分类
制度覆盖范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乐群说，在党政
机关等公共机构实施垃圾分类，对于
推动全社会开展垃圾分类具有重要
示范引领作用。各地公共机构应先
行于同地区、同城市各行各业，成为
垃圾分类的先行者。
上海市按照“源头减量、全程分
类、末端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的要求，在全市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
范围内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四川
省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积
极响应生活垃圾分类 46 城万人志愿
者活动，发出了生活垃圾分类倡议。
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推行垃圾分
类工作的重要环节。
此外，如何识别垃圾类别也需要

普及，分为有毒垃圾、有害垃圾、干垃
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
圾等，这些文件上列举的垃圾类别具
体是指生活生产中的哪些物品，都是
需要向公众解释和普及的。
因此，公共机构办公人员做到了
垃圾分类并不够，还要完善回收等后
续工作、加强监管配套。
“我分类了，然后他们一车一起
拉走了。”不少人抱怨，有的保洁人员
把分类垃圾桶里的垃圾混在一个大
垃圾袋中拖走。可见，从分类到处理
的每个环节都要做到位才行。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重视垃
圾分类工作，日本和新加坡是垃圾分
类的先行者，
很多做法值得借鉴。
日本有一本详细的垃圾分类教
科书，垃圾分类严格，每种垃圾收集
的时间不一样，每条街道收集同种垃
圾的时间也不一样，扔得早了或晚了
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新加坡一直以“零垃圾国家”为
目标，从源头上控制垃圾，并努力实
现垃圾回收和重复利用。新加坡政
府规定，垃圾收集商运送垃圾时必须
附上运单，注明垃圾类别和源头。而
且，有资质的垃圾收集商才能参与运
送，
居民则要缴纳垃圾回收费用。

拓展节能新空间
公共机构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
有很大探索空间，也有很大潜力值得
挖掘。
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县（区）
集中组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文件，包
括《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和《公共
机构推进绿色高效制冷率先行动倡
议》。

夏天到了，很多公共场所都会有
制冷设备，空调的开启条件和设置温
度如何能保证高效制冷是公众关注
的焦点。根据记者调查，不少旅客反
映夏天高铁上的空调温度实在太低，
几个小时车程下来往往冻得关节疼
痛。
“ 本来高铁是为了让大家凉爽才
开空调，如果温度设置太低，对于关
节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真的很难熬，
况且不只我一人反馈这个问题。可
以按不同的时间段适当调温，既让乘
客觉得舒服又节省能源。”一位高铁
旅客建议。
节约能源资源的理念在实际工
作中落实需要各方协同。
“ 节约优先
是我国长期坚持的能源发展战略，严
格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制度，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坚决抵制
过度消费、奢侈浪费。”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张勇强调。
据了解，阿里巴巴代表企业发出
了建设绿色数据中心的倡议。海尔、
美菱、网易严选、苏宁、天猫、京东、居
然之家等企业联合推出了线上线下
绿色消费活动。浙江省展示了用能
权交易制度建设进展情况。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
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将围绕“绿色发展
节能先行”这一主题，积极开展节能
宣传，通过专家问诊把脉、企业自主
宣传、开展互动活动、媒体系列宣传
报道等方式，在工业园区、城市节能、
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领域，总结区
域节能模式和经验，营造公众自愿节
能氛围，普及节能标准和标识，推广
先进适用节能技术和产品，鼓励绿色
高效制冷产品消费，引导公众积极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全民生态文明
素养。

走进湿地
6 月 18 日，记者跟随讲解员来到

滚滚麦浪与油井一起构成了亮丽的风景。
74 口油井集合在两个井场采
油作业，与传统的单井作业形式相
比，可节约土地上万亩。这是长庆
油田陇东油区一个丛式井开发井
场，
也是长庆油田高效、绿色、节能、
环保发展的一项探索。
长庆油田自 2013 年跨越 5000
万吨油气当量，建成我国第一大油
气田开始，连续 6 年油气当量超过
5000 万吨，惠及北京、天津、石家
庄、西安等近百座大中城市以及陕
京、靖西等管道沿线 5 亿多人口。
如何在保证能源生产的同时做好生
态环境保护，是长庆油田探索绿色
发展之路的重中之重。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主营鄂尔多
斯盆地油气勘探、
开发、
生产等业务，
油气田分布在陕、
甘、
宁、
内蒙古、
晋5
省区，
作业区域自然环境普遍脆弱。
近年来，
按照
“建一个油田，
改善一方
环境；
建一座井站，
增添一片绿色”
的
发展思路，
长庆油田不断推进油气生
产清洁文明建设，
通过集约化生产，
减少土地、水等资源占用，
循环利用
资源，
对环境敏感区域内油水井实行
关停封井，建设环保应急系统等措
施，
将
“绿色”
链条贯穿油田勘探开发
全过程、全领域，
改变了传统油气开
发高耗能、
高污染模式。
“节约资源就是创造效益。”长
庆油田陇东指挥部综合办公室主管
贾书全介绍，长庆油田工作区域分
布在沙漠荒原大漠和沟壑纵横的黄
土塬区，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已不
能适应现代油田管理需要，数字化
油田管理在长庆油田应运而生。其
中，
增压撬装设备的研发和推广，
进
一步简化了地面工艺流程，大幅度
提高了地面建设速度，减少了土地
占用，
促进了油田低成本开发；
电子
巡井使巡井的内涵发生根本变化，
井场无人值守却能快速有效地发
现、处理生产问题，
由传统的经验管
理、人工巡检、
“ 大海捞针、守株待
兔”式的被动管理方式转变为智能
管理、精确制导；
应用大井组丛式井
开发技术，以缩小井距的立体式水
平井方式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资料图片）

单个井场钻井可达 10 口至 15 口，
节约土地 60%以上，2000 年以来共
节约土地 40 多万亩。
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脆弱的
黄土塬上，每一滴水都被利用到极
致，每一方砂都发挥效用。长庆油
田致密油项目组安全环保总监范建
峰介绍，致密油开发过程中需要大
量水和砂，通过循环利用“变废为
宝 ”，既 节 约 了 资 源 ，又 节 约 了 成
本。目前，
长庆油田通过采取废气、
废水、含油污泥等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治理，
压裂液、钻井液等重复
使用，
凝析油回收、伴生气利用等措
施，油泥中 80%以上的原油实现了
回收，伴生气循环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返排液所含废水达到 100%
再利用。
针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长
庆油田先后在陕北、陇东地区启动
了绿色矿山、水源区保护、陇东碳汇
林、生态示范区建设工程。同时，
每
年投入数千万元对废弃井场和井区
道路实行植被恢复，
以
“油气开发进
展到哪里，
生态建设就延伸到哪里”
的理念，
践行
“开发一片、保护一片、
绿化一片”的企业责任。经过多年
企地共建，长庆油田在陇东地区已
建成周祖陵“中国石油长庆林”、子
午岭森林保护区、教子川流域长庆
碳汇林、长庆马岭碳汇林等多个绿
色基地，
并探索形成了南梁林缘区、
华池水缘区、西峰农缘区、马岭老油
区、镇北库缘区 5 种生态保护模式，
将陇东油区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实现了“只要有油井和井站，就
有大片绿”的目标。
长庆油田油气开发所在地涉及
环境敏感区 215 个。面对严峻的生
态环保形势，长庆油田对敏感区内
的油水井实施关停封井。在陇东油
区，近 3 年在重点水源保护区和生
态保护区累计完成封堵油水井
1002 口，少采原油近 4 万吨，减少
产值上亿元；
在延安，
长庆油田舍弃
近 10 亿元盈利，一次性关停王窑水
库周边 100 余口油水井，迁移集输
站点 3 座、集输管线 26 条。

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东湖湿地保护区，
体验湿地生态涵养功能，感受园林艺
术之美。据介绍，该湿地保护区位于

广东将绿化美化1.6万个村庄

北京玉渊潭公园东湖北岸，占地面积
达 9 公顷，
是北京主城区内最大的湿地
保护区。经过长期养护管理，这里已
经逐渐形成了以湖水为脉络，以植物
景观为特色的景区。目前，湿地里可
以观赏到 60 多种野生鸟类，包括绿头
鸭、
鸳鸯、
黑水鸡、
翠鸟，
甚至白鹭等珍
①

稀鸟类。同时，
湿地园内种植了荷花、
睡莲、蒲苇等大片水生植物，与山石、
亭桥、小溪、叠水等相互映衬，形成了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出别致的
湿地景观。
本报记者

赵

图① 工作人员在北京东湖湿地
园内清洁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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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工作人员在向游客介绍植
物养护知识。

②

③

图③ 北京东湖湿地园现有动物
7 种，鸟类 68 种，广阔的水域面积、丰
富的植被种类，形成了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
东省日前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 进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
（以下简称《方案》
），
提出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
走产出
高效、
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到 2020 年，
全省绿化美化村庄1.6万个。
《方案》提出，落实岭南特色现
代农业功能区制度，建立岭南特色
农业布局制度，着力构建岭南特色
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到今年底
前 划 定 粮 食（水 稻）生 产 功 能 区
1350 万亩、重要农产品（天然橡胶）

生产保护区 60 万亩；到 2020 年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150 个和“一村
一品、一镇一业”农业特色专业镇
200 个。
《方案》还提出，建立农业绿色
生态系统，
构建岭南田园生态系统、
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湿地
公园和热带雨林建设。到 2020 年，
建成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县 10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0 个、
广东农业公园 50 个、省级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镇（点）400 个，建
立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4 个，建
成湿地公园 28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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