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7月08日 星期五
编辑：李志豹 E-mail：lizhibao@yahoo.com.cn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公司

本报记者 刘成昆/文

200平方米？840平方公里？
直至中海油原油泄漏事故披露

之后，各方对此次事故造成的污染
范围仍然存在极大差异。

7月 5日，海洋局公布中海油事
件最新进展，目前蓬莱 19-3油田 B
平台和 C 平台两漏油平台仍时有漏
油发生，事故责任方仍未形成解决
方案。

国家海洋局认为，漏油事故发
生的原因为注水和岩屑回注，可能
增加了平台附近的地层压力，为流
体连通地层提供了能量。导致 B 平
台发生漏油事故，而 C 平台则在钻
井过程中发生井涌、侧漏。

截至 7月 4日，国家海洋局在会
上通告本次溢油污染主要集中在蓬
莱 19 -3 油田周边海域和西北部海
域，其中因原油泄漏导致的劣四类
水域 840 平方公里。单日溢油最大
分布面积 158 平方公里，蓬莱 19-3
油田附近海域海水石油类高度浓度
为历史背景值的 86.4 倍。溢油对油
田及其周边海域的环境造成一定程
度污染。

7月 6日康菲石油与中海油召开
发布会，这是 6 月 4日蓬莱 19-3 油
田漏油事故发生一个月以来，两家
石油公司首次正式对外公布消息。
康菲石油称两钻井平台仍在生产，
两个渗漏点已经全部堵住，康菲石
油未承认海洋局的数据。

过度开发

蓬莱 19-3油田由中海油和美国
康菲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中海油拥
有油气田的 51%权益，而康菲石油
拥有 49%的权益，并担任作业者，
根据惯例，事故责任将由作业方承
担。
虽然表面看蓬莱 19-3油田漏油

是单个事件，但背后有其深层的原
因。去年中海油上产 5000万吨，仅
蓬莱 19-3油田所在的渤海油田就增
产 1000万吨以上，几乎承担了所有
的上产任务，如此大幅度地开发，
而安全措施未必跟得上，发生事故
在所难免。
蓬莱 19-3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

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面积覆盖
约 3200平方公里，由康菲石油 1999
年 5月在渤海湾的 11/05 区块发现。
开发区主构造可采储量为 5 亿桶，
周边地区约为 3 亿桶。蓬莱油田分
为一期和二期工程，一期已于 2002
年 12 月投产。蓬莱 19-3 油田二期
包括 A、B、C、D、E 五座井口平
台，正处于陆续开采和建设之中。
而据中海油对外宣称，蓬莱 19-

3是去年中海油上产 5000 万吨的功
臣，仅它一个油田去年就增产 250
万吨，几乎是去年中海油增加产量
的 1/4。
据中海油去年年底实现 5000万

吨产量时的对外通稿宣称，“十五”
期间，中国海油国内油气产量从
2302万吨增长到 3364万吨，“十一
五”把目标定在 5000万吨，而到了
2009 年底，“十一五”的第四年，
中海油的产量仍只有 3925万吨，离
5000万吨尚有 1075万吨的缺口。

渤海油田将规划的“3000万方”
目标改为“3000万吨”，增产 600万
吨，而这 600 万吨的增量，几乎一
半是由渤海油田旗下的蓬莱 19-3区
块实现的，去年它从 2009 年的 500

万吨提高至 750万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海

油的产量增长主要集中在渤海油田。
这可能会对这些油田造成不可改变
的负面影响。

石油开采主要靠油层压力推动
石油上行，而过度开采对油层压力
的破坏是致命的，将使后续油层开
采难以为继，只能采取注水、注气
等方式来驱油。中海油依据“一号
文件”实现层层施压实现增产的大
会战模式，在当前油气产业中，对
一家布局长远的公众公司而言，并
非最优战略选择。记者就此向中海
油相关部门发邮件询问，截至发稿，
对方尚未回复。

除中海油在蓬莱 19-3油田加大
开采力度外，作业方康菲石油公司
也存在对油田进行破坏式开采的可
能。今年年内蓬莱 19-3油田的石油
产量可能达到峰值，日产原油逾 15
万桶；年产量约为 750万吨。作为作
业方的康菲油田，在作业中将获得
49%的权益油或相当的回报，而产量
大小必然与其回报紧密相关，因此，
康菲石油可能为了增加产量油，加
大对油田注水增压，从而导致地层
压力过大发生漏油事件。记者就此
问题致电康菲石油，截止记者发稿
时仍未得到对方回应。

赔偿隐忧

据海洋局消息，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将对康菲石油公司做出 20 万
元的行政处罚，并继续保留对其进
行生态破坏的追诉权力。目前，海
洋局已对此漏油事件立案调查。正
按相关程序调研取证。

公众对只有 20万元的处罚感到
震惊，如此严重的事件只有 20万的
处罚，对于资产超过千亿的石油巨
头而言，没有任何震慑作用。而实
际上在海洋局的发布现场，媒体对
此也发出无奈的争议声。海洋局表
示我国相关法律已经远远落后于现
实，需要重新修订，否则对我国海
洋保护将会非常不利。

中海油泄漏事件发生后，引起
社会广泛担忧。据媒体报道，身处
渤海湾深处的山东省长岛县海产养
殖户已经发现养殖鱼类死亡。山东
省长岛县大钦岛距离事发地中海油
蓬莱 19-3 海上油气田有 40 海里左
右。

后续赔偿将是个问题。目前，
我国对此类事件的赔偿以经济损失
作为赔偿标准，而石油对海洋的影
响将持续很长时间，墨西哥漏油事
件已经过去两年，而漏油的影响目
前仍没有消失。

而渤海原油泄漏对海洋造成的
影响可能更为深远，据海洋局官员
介绍，渤海是半内海，与外界海水
交换率低，自净困难，泄漏的石油

必将对渤海海洋环境产生影响。
相对于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赔

偿更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2010
年，中石油发生大连石油泄漏事故
之后，大连新港附近中国石油公司
的两条输油管道先后发生爆炸起火，
超过 1500吨原油流入大连新港和大
窑湾港区内。水产养殖和旅游受到
严重影响。专家称污染的危害可能
持续 10年，而中石油对大连以投资
代替补偿。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过去之后，

英国石油公司建立了 200 亿美元的
基金，不但赔偿现行的损失，且对
将来的损失及影响也采取各种补救
措施。这笔基金将由美国资深律师
负责运作，该赔偿基金首先用于清
理当前的油污；针对当前已经显示
的各类影响进行赔偿；为将来可能
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
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
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
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
助。

据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
浩宁介绍，目前我国没有国家层面
的海洋污染赔偿标准。1999年颁布
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缺乏实际操
作性，难以确立赔偿标准； 《生态
补偿条例》已被列入立法计划，但
尚未出台。地方上，山东省于 2010
年出台了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
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内
首个尝试规范海洋生态补偿的省份。
目前关于漏油事故多以经济损失为
标准来确定赔偿标准，但是这一做
法忽略了海洋污染造成的生态危害。

据海洋局介绍，中海油发生事
故的两个钻井平台水深 27 米左右。
而康菲石油承担作业方，可能原因
为在当初发现这个区块的油藏时，
中海油不具备开采能力，只有与外
资企业合作开采。

任浩宁认为，中海油与欧美先
进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勘探、开采方面与国外先
进企业差距较大，因此中海油在海
洋石油开采中多采取合作方式。其
次，海上石油开采属于高风险、高
投入的行业，尤其是深海油气开采，
属于世界性难题，没有任何一家企
业能够独立承担所有环节，大部分
采取合作模式。2010年的墨西哥湾
漏油事件中，所有者为英国 BP，钻
油台拥有者是瑞士越洋钻探公司，
而负责水泥作业的是油田服务公司
哈利伯顿公司。

中海油在实现 5000 万吨产量，
建成近海大庆之后，宣布要建深海
大庆，但当前中海油的技术大多只
适用浅海，其主要油气产量是在 300
米以内水深的近海。如果中海油保
持如此强度的发展，必然会加大事
故出现概率，漏油事件的发展也无
法控制、风险将更大。

“向上”公关术

康菲石油表示事故发生后公司
就通知了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
合作伙伴中海油。此前有媒体报道，
石油公司发生事故后，一般会派分
管副总经理到现场指挥，总经理先
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记者也从另
一石油公司的宣传人员处得到证实，
他告诉记者发生事故时，分管副总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老大”则
向国家有关领导汇报。这样有利于
取得国家层面的谅解与支持。

不但拖了将近一个月才回应媒
体的质疑，而且有媒体报道，7月 1
日中海油回复媒体时表示说漏油面
积只有 200 平方米，与海洋局发布
的影响将近 1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数
据相去甚远，这一举动引起媒体与
公众的广泛质疑。

此次漏油事故最早出现在 6 月
21日的微博上，该条微博疑为中海
油内部人士所发，内容是：“渤海
油田有两个油井发生漏油事故已经
两天了，希望能控制，不要污染。”
但面对各种猜测，中海油并未回应，
记者致电中海油内部相关人士，电
话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海油和
康菲石油公司集体沉默，未能及时
向社会披露，严重影响其社会形象。

此外，曾有媒体报道中海油多
次发生原油泄漏事故，而其均未对
外披露。

去年 5 月 13 日 7 时 30 分，中
海油天津分公司渤中 34-1北区块实
施钻井作业的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发
生溢油事故，海上发现漂浮油块。
北海分局当即决定自 8时 30分进入
三级应急响应预警。

在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中，
启动溢油三级应急响应的标准是：
海上溢油源已确定为海上油田，溢
油量小于 10 吨或溢油面积不大于
100平方公里，溢油尚未得到完全控
制。中海油未向外界披露，而是海
洋局下辖媒体报道海洋局相关部门
治理过程后才为外界所知，此前中
海油海南的油管也发生过泄漏情况，
记者未见有媒体报道。

中海油负责渤海油田开采的是
其旗下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香港上市。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有义务主动向外界披露原油
泄漏事件及其进展，尊重投资者知
情权。

而近日，中海油也首度承认将
分担经济责任，溢油事件的处理由
作业方康菲清理完毕后，将根据事
件最后的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依据
中海油与康菲签订的石油合同来分
担经济赔偿责任。中海油 7 月初几
天里股价也并未发生大幅波动，涨
跌均在 1%左右。

中海油泄漏事故:如何善后
7月 8日，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举行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一年前，天玑科技首次申请
创业板被否。而时隔一年，公司创业板之梦触手可及。

然而，对于这一即将登陆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中
小投资者却对其核心技术的缺失充满了质疑。

公司招股书中对其主营业务的表述是：“面向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数据中心 IT 基础设施的第三方服务。”对于第三方 IT
服务，业内人士举例说，我国电信、金融、政府等机构需引进国
外知名企业如 HP、IBM 等服务器用于存储数据，在使用过程
中，要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升级和维护，由于原厂商对售出
产品后期的维护费用价格高，就出现了代替原厂商的第三方
IT服务商。

该人士表示，相比原厂商，虽然第三方服务商具有一定的
价格优势，但是核心技术缺失以及人脉营销等一系列问题将
严重制约公司的持续发展。

无核心技术？

天玑科技主营业务中的具体服务内容包括：数据中心 IT
基础设施的 IT 支持与维护服务、IT 专业服务、IT 外包服务。

在电信、金融、政府机构使用的服务器中，技术是原厂商
提供的，设备是由原厂商提供的，图纸是由原厂商提供的，可
以说原厂商是整体规划的设计师。
“包括原厂商之间也存在产品标准的差异化。”据业内人

士介绍，之所以有差异化的存在，是因为每家厂商都希望在销
售的同时，自己作为售后方获得后期的持续利润。这就导致每
家公司必将捂紧自己的核心技术，由此引发一个问题：以天玑
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方服务商在服务过程中如何掌握和确立自
己的核心技术？

在招股书中记者试图探寻天玑科技对于“核心技术”的实
施进展情况，但是除了一些正在研发的专利之外，并无具有说
服力的措施。

一位资深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实际上对于很多第三方
IT服务商而言，这都是一个很尴尬的处境。“由于相互间的竞
争关系，原厂商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支持，尤其对于当前世界
范围内面临的低迷经济情况来说，很多国外厂商都押宝中国
市场，所以更加注重产权的保护，哪怕一张图纸都要提供的谨
小慎微，生怕被山寨”。

在招股书风险提示中，记者也注意到天玑科技似乎同样
在刻意回避“核心技术”这一关键性问题。没有核心技术就意
味着所谓高新技术企业有不牢固的根基，无核心技术的情况
下，如果企业受到如技术封锁等问题时，将带来很多的变数。

目前第三方 IT服务由于受技术限制，很多核心技术都属
国外原厂，意味着第三方 IT服务商能提供的服务实在很有
限，服务层面也仅能停留在维护保养方面，如果涉及个性化设
计等核心技术就很难做。

行业竞争激烈

招股书显示，天玑科技对于技术的来源多是从公开资料
中获得。

分析人士说，一旦信息共享后，就导致行业的门槛降低，
这也就预示着竞争将日趋激烈，尤其像天玑科技这样规模较
小的企业，很容易受到排挤，从 CCW Research提供的 2009年
数据中心 IT 基础设施第三方服务的市场份额来看，天玑科技
仅以 1.08%的市场份额居于市场第十位。

在这个市场中天玑科技不仅要面对原厂商的竞争，同时
还有代理商，更有国内众多的第三方竞争对手。从客户观念来
看，对原厂商的依赖和信任程度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政府和金
融行业对 IT服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极高，他们更多的时
候不愿意冒险用第三方 IT服务，只愿意把一些非核心业务交
给第三方来做，可是这里面能有多少份额？

根据天玑科技提供的招股书显示，原厂商 60.7%市场占
有率占据了市场大半江山，除去代理商所占的份额，第三方服
务商的单子已经所剩无几，同时面临众多第三方服务商的虎
视眈眈，天玑科技第三方服务之路的确不那么好走，其实这归
根结底还是受“核心技术”缺失的制约。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即使天玑科技上市，公司在行业中
的名次短时间内很难改观，而且目前的市场环境也很难让企
业放轻松。“因为一方面像电信、政府、金融这类客户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从签约的年限来说，由于数据维护的特殊性，电信、
政府、金融等这类客户会选择稳定的服务商，有的合同时间甚
至可以长达 10年，虽然自己的市场很难被别人抢占，但同样
也不容易从别人那里争得饭碗，而企业在维护中的一个小失
误往往会带来难以评估的损失。”该人士说。

行业研究员也向记者表示，天玑科技想要通过上市获得
爆发式增长短时间内是不太可能的，每一步对公司来说都可
谓如履薄冰。

人脉营销隐患

“政府和金融的业务单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会有很大的
灰色成本”，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当你打通一切电信、政府和
金融关系的时候，客户高层的变动，就意味着很多铺垫工作付
之东流，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销售人员不仅要有非常深厚的背
景，同时要做长时间的前期铺垫，为的就是取得客户的信任。
“在这个行业里，如果没有背景基本没得谈。”该内部人士如是
说，在技术水平同等情况下，肯定是关系至上。

从天玑科技的招股书中可以窥探出公司严重依赖关系营
销。第一点是 2010年公司没有通过审核，发审委给出的解答
是“申请人在目前阶段抗风险能力较弱，所处行业竞争激烈，
申请人的子（分）公司中，除了华东地区外，其他绝大多数亏
损，申请人报告期来自华东华中地区的收入都占 90%以上，其
他地区的业务发展缓慢”，因为公司成立于上海，发展于上海，
华东地区是公司的主阵地，所以客户集中在华东地区也是意
料之中。

此外，公司近三年来主要大客户无任何变化，都是集中在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电信行业，一直没有在其他
领域有比较明显的突破，可以看出该行业切入点之难，表明公
司破冰之旅走得很坎坷。

公司市场营销占到总人数的 15.56%，远远高于技术开发
人员 11.73%的占有率。同时，在企业员工学历构成中，硕士博
士仅占 2.55%，本科生以 60.71%的高比例占据中坚力量，相比
其他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公司在研发和科技中的投入实在是
少得可怜。

不止如此，在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上，公司也将大部分资金
放在了客户的拓展中。招股书显示，公司拟将 9500万元用于
IT基础设施支持与维护服务区域拓展项目中，4800万元用于
IT管理外包服务项目中，4300万元用做数据中心创新服务项
目。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无核心技术
天玑科技被指“伪高新”

溢油事件
的处理由作业
方康菲清理完
毕后，将根据
事件最后的环
境污染严重程
度，依据中海
油与康菲签订
的石油合同来
分担经济赔偿
责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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