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中旬，大庆油田对外公布年中成绩
单：实现国内外油气产量当量 2159.15 万吨，其
中国内原油产量 1547.52 万吨、海外权益产量
427.68 万吨、天然气产量 23.09 亿立方米，均超
额完成运行计划，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一份可喜的成绩单背后，是大庆石油人 60
年如一日的拼搏创业和三代“铁人”精神的集中
体现。在“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奋斗
目标指引下，大庆油田继续保持国内外油气产量
当量4000万吨以上的突出业绩，展示着新时代
大庆石油人的新作为、新气象。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
油田发现60周年。60年来，经过几代大庆石油
人创业拼搏，这里已经建成我国最大的油田。

1959 年 9 月 26 日，以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
流为标志，勘探发现大庆油田。当时，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3年
时间，就在大庆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
生产基地，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同期全
国原油产量的51.3%，一举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
落后局面，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

1963年底，大庆油田结束试验性开发，进入
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从1964年起迎来快速上产
阶段，先后开发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3大主力
油田，勘探准备一批可开发新油田，以平均每年
增产 300 万吨的速度上产，为 1976 年原油产量
迈上5000万吨台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6年到2002年，是大庆油田高产稳产阶
段，连续 27 年实现原油年产 5000 万吨以上，创
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奇迹，为我国改革开放源源
不断地提供着油气资源。

从2003 年起，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开始战略
性调整，从保障国家石油战略安全出发，分阶段
持续稳产，到2014年，大庆油田每年4000万吨
以上稳产12年。

自 2015 年以来，结合油田发展新形势和企
业发展实际，大庆油田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稳油增气、内外并举。2018 年，大庆油
田实现油气当量4166.85万吨，其中国内原油产
量3204.43万吨，天然气产量43.35亿立方米，海
外权益产量617万吨，海外市场收入首次突破百
亿元，经营收入、利润总额、税费均创2015年以
来最好水平。

回首60年，大庆油田自开发以来，为新中国
经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巨大贡献。

——累计生产原油23.7亿吨，上缴税费及各
类资金2.9万亿元；

——先后3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油
田勘探开发与“两弹一星”等共同载入我国科技
发展史册；

——涌现出以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三代
铁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锤炼出一
支“三老四严”、永创一流的英雄队伍；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 两 种 资
源 、两 个
市 场 ”谋
发 展 ，海

外业务项目已经覆盖26 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拓
展可持续发展空间；

——孕育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充分发挥国有大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催

生现代化油城，促进黑龙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
说起大庆油田，就必须提及大庆的三代“铁

人”。第一代“铁人”王进喜，为国家多找油、多
采油，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进太平洋，苦干实
干是他身上最鲜明的印记。第二代“铁人”王启
民，科研攻关、科技兴油，让大庆油田保持高产
稳产，改革创新是他身上最鲜明的印记。第三
代“铁人”李新民，走出国门、勇闯市场，实现了

“把井打到国外去”，开拓进取是他身上最鲜明
的印记。

为了实现“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
奋斗目标，大庆当地还专门制定出台《关于深入
挖掘和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的
决定》，将新内涵概括为“四个提升、四个强化”，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同时，
大庆油田还专门制定了提质增效促进油田高质
量发展措施，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顺
时应势，不断创新。

目前，大庆油田正通过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优化管理等措施，不断发挥
提质增效最大效率。在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筑牢
效益增储上产基石的同时，不断探寻深层油气勘
探的重要接替领域。今年以来，大庆油田不断提
升精准开发能力，深化对标提质增效，三次采油
区块保持良好开发态势，天然气产量销量实现

“双超”。

日前，绥化市粮食生产再传捷报：当
地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全市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达到235亿斤，被确定为国家
粮食高产创建整市整建制推进试点市、粮
食生产先进市和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产粮区的绥化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相对落后，多以
畜力和手工农具为主。改革开放之后，随
着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当地农业生产开始
出现巨大变化。1984 年，绥化市粮食总
产量突破35亿公斤，到1990年全市粮食
总产量达51亿公斤。绥化开始成为黑龙
江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也是全国出
口商品粮生产基地。

为端好“中国饭碗”作贡献，当好维护
全国粮食安全“压舱石”。近几年，绥化不
断做强“供应端”，深化三产融合，争当农
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近几年，绥化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为
方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采取 3
项措施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围绕市
场导向调。按照优玉米、稳水稻、增大
豆和蔬菜的目标，引导农户合理确定种
植意向，调整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围绕
优质高效调。打造绿色粮仓、绿色菜
园、绿色厨房，全市绿色认证面积达到
1233 万亩、有机食品认证面积 30 万亩；

围绕产销对接调。坚持秋粮春卖，以销
定产，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众筹、
私人订制等现代营销方式，以“销得好”
引导“种得好”。

如今的绥化已经实现绿色食品种植
全覆盖，成为全国重要绿色食品生产基
地，一大批名牌农产品享誉全国。当地的

“寒地黑土”品牌已经成为“中国十大诚信
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并连续3年蝉联

“中国农产品区域品牌”第一名，品牌估值
123 亿元。当地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数量达1301个，驰名商
标 4 个，知名商标 68 个。所辖的肇东市
是中国玉米综合利用之乡，安达市是中国
奶牛之乡，海伦市是中国优质大豆之乡，
望奎县是中国瘦肉型生猪之乡，庆安县是
中国绿色水稻之乡，兰西县是中国亚麻之
乡，青冈县是中国玉米之乡。

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为加快
三产融合，绥化市紧扣“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油头化尾”，加快推进“1+4+
N”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总投资70亿
元的黑龙江新和成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园
一期土建工程基本完工。该产业园将与
已经投产和正在建设的中粮、龙凤、京
粮等项目形成玉米产业链，进一步提升
优势明显，成为推动绥化农业转型升级
的新引擎。

“让娃娃们长高一寸，让中国人更健
康，就要多吃牛奶和肉。”这是毛泽东主席
对建立新中国乳品工业的殷切希望。
毛主席的一句嘱托，让时任农垦部长的
王震将军决心把北大荒建成中国的乳品
基地。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协调下，从北京
和上海先后调拨750头优质荷斯坦奶牛
交给开发北大荒的转业官兵，在原东北农
垦总局8511农场成立了完达山第一个奶
源基地——8511 奶牛示范场，创办了北
大荒第一家食品厂——完达山食品厂。
自此，完达山品牌诞生，黑龙江农垦有了
自己的乳品厂。

改革开放以来，完达山迎来企业发展
的“黄金期”，1999年，“完达山”商标被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这也是黑龙江省第一枚中国驰
名商标，完达山的品牌声誉和品牌价值开
始享誉神州大地。从2000年起，完达山
先后获得“国家免检产品”“国家质量技术
监督局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全国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乳业首批绿色
食品乳品生产基地”等殊荣。2019年，完
达山品牌价值达366.18亿元。

长期以来，完达山建立起“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公司—事
业部—工厂”三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防控
体系，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每一个食品安
全和质量控制关键点的监测、分析、把控、
预防。

如今，完达山乳业每一位员工都是产
品质量监督员。完达山乳制品在加工环
节采取“原辅料—半成品—成品”三段检
验制度，不合格产品绝不允许进入下一阶
段；在加工过程中，每隔半小时要对工序
上的产品做一次节点抽检，不合格产品绝
不允许流入下一道工序；在产品发往市场
前，采取“分厂—分公司—中心化验室”三
级检验制度，不合格产品绝对不出厂。在
成品进入物流库后、发往市场前，中心实
验室要对数10项指标等进行周密检测，
产品合格才能进入市场。

此外，完达山还建立起完善的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涵盖了奶源、生产、检
验、成品出库至物流、市场等产业链完整
过程。在完达山现代化牧场中，通过信息
化可追溯系统实现牛群管理、产乳管理、
牛群繁殖、饲养饲料、疾病与防疫、统计与

分析等功能，实现全程计算
机视频监控。

“品质立企、品牌强企”，
完达山一直以振兴民族乳业
为己任，立足产品品质，不断
夯实并强化品牌延伸的核心
竞争优势，老实做亮品牌，诚
信开拓市场。

大庆油田：

树标杆旗帜 建百年油田

绥化市：

为端好“中国饭碗”作贡献

完达山：

崛起中国乳品基地

图图 ①① 千 鸟 湖 湿千 鸟 湖 湿
地地。。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②② 机械化秋收机械化秋收
与整地现场与整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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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一片神奇的黑土地，黑龙江、松花
江、乌苏里江、嫩江润泽千里沃野；大庆石油、中国一
重，书写着一段段工业传奇……

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始终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发展思路，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
贡献。70年来，黑龙江粮食播种面积由0.813亿亩增

加到2.13亿亩，2018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500亿斤，
实现“十五连丰”。在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
黑龙江。

黑龙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摇篮，它创造了新中
国成立后的多项第一。新时代，转型升级不止步，哈尔
滨、齐齐哈尔、大庆，为黑龙江装备制造业再写辉煌。

神 奇 黑 土 地 的 印 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