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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博丁国明

6月 9日，大学生、绿丝带环保志
愿者、天一论坛版主、资深网民与村

名（居民）等 31名公众代表走进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简称镇海炼

化），成为“镇海炼化公众开放日”活

动的第 9批客人。他们先后探访了镇
海炼化展厅、消防支队、联合控制室

和污水处理场等厂区，亲身感受炼油

生产和加工的“透明”过程。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该炼厂周边

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排放口附近海域水质的 PH值、
溶解氧、石油类、化学耗氧量等指标

均达到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要求。一位

参加公众开放日的当地村民对记者

说：“我们家距离炼厂有二三百米，现

在这里的空气质量比刚建厂时好多

了，没有什么有油气味道。”

镇海炼化总经理江正洪表示，镇

海炼化向公众开放的底气，源于构筑

了“从心出发”的安全主动防御体系，

并将绿色低碳作为企业重要发展战

略，落实到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国有控股特

大型企业，镇海炼化始终坚持可持

续发展战略，以“和谐发展，共享未

来”为企业宗旨，高度重视环保工

作，以此来回报社会。镇海炼化的各

项环保指标不仅完全符合国家标

准，而且高居行业领先水平。早在

1993 年，镇海炼化就被评为石油化

工行业唯一的一家“全国工业污染

防治十佳企业”，以后又先后被评为

“浙江省绿色企业”和“宁波市环保

模范工厂”、“镇海区绿色企业”，

2004 年 9 月成为首批八家“国家环
境友好企业”之一。

1994年以来，先后投入近百万元
支持镇海区用于环保事业。从 2002

年开始每年资助环保监测仪器维护

费用 30万元。并且，根据新出台的国
家排污收费制度，2003 年 7 月份开
始，镇海炼化排污费全部交给镇海环

保局，2004 年交镇海的排污费达到
450万元，这些资金也将有力地促进
地方环保事业的发展。

遵循“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没有最终的废弃物”理念，镇海炼化

通过强化管理和技术改造，实现污染

物防治由“废弃物处置”向“资源化循

环”转变，使“三废”成为创造经济效

益的生力军，每年可产生内部综合效

益 4亿多元。
通过开发“节水减排成套技术”，

镇海炼化实现了污水的“污污分离、

分质处理、分级利用”，吨油新鲜水

耗量和吨油污水排放量由“十五”末

的 0.42 吨下降到 0.28 吨，世界领
先；吨油污水排放量由“十五”末的

0.07 吨下降到 0.056 吨，基本实现炼
油工业污水“零排放”目标。截至目

前，已回用炼油达标外排污水 4300
万吨，相当于 45 个“水立方”或 4 个
“西湖”。

镇海炼化：将绿色生产方式进行到底

蓝天白云是人们对美丽中国最朴素的理解，治理大气污染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素有优美自然环境著称的浙江，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石油公司”）是浙江省成品油供应的主要渠

道，承担着全省80%以上成品油供应的重任，通过2000多座加油
网点，每天为全省800万车友和广大企事业单位提供24小时用油
服务。

近年来，浙江石油公司一直肩负绿色责任，致力为治理大气

污染创造条件。

浙江石油公司在油品升级、油气回收、油品质量、成品油运

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环境，打造“碧水

蓝天”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同时，通过不断调整完善销售、运输和

储存，实现多管齐下，让浙江百姓吃下“环保”定心丸。

油品升级降低PM2.5

每次看到雾蒙蒙的天气，您是否想到车子行驶中排出的废

气，是否知道油品升级可以带来哪些改善？

为改善汽车尾气污染，浙江石油公司积极实施车用油品质

量升级。

“油品质量升级，对于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师傅，

您看新标准车用柴油与原普通柴油比，十六烷值从45提高到49，
有效改善燃烧性；硫含量从不大于2000ppm降低到不大于
350ppm，减少有害物质排放。汽油从国芋标准升级到国IV标准，
硫含量从不大于150ppm降低到不大于50ppm……”中国石化滨
江新民加油站义务宣传员正在向等待加油车主介绍油品质量升

级能带来的绿色效益。

浙江石油公司总经理徐祥燕表示，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油

品升级工作，确保销售的油品百分之百质量合格，同时确保加油

站供应稳定，油品不脱销。

针对汽油国IV标准升级，浙江石油公司按照浙江省委、省政
府和中国石化总部的统一布置，加快步伐，省内区域，将按照循

序渐进以点及面的原则，在2013年年底全部实现油品质量升级。
事实上，升级后汽油蒸气压上限降低，减小了汽油的自然挥

发，从而减少了接卸油品和加油过程中的有机物排放。同时，国

郁汽油硫含量、烯烃含量和锰含量的大大降低，机动车尾气排放
产生的污染物相对会减少，如硫排放物减少2/3，也将有助于降低
空气中PM2.5的含量。

油气回收治理大气污染

家住杭城的韩师傅是一名资深的哥，跑车多年都习惯到家

附近的中国石化莫干山路加油站加油，几年前加油的时候时常

向加油员抱怨说“汽油味道很重”。

一段时间后，再去加油的时候发现加油抢上多了一个皮圈，

加油时的油气味道小了很多，一问才知道，这段时间加油站正在

进行油气回收改造，现在对挥发的油气进行了治理，这让韩师傅

感觉很满意。

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杭州，浙江省中国石化加油站，乃

至油库都在悄然改变。浙江石油公司自2009年5月份开始实施油
库、加油站油气回收改造工作，截至2013年5月，已合计投入近9
亿元用于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据悉，油气回收是节能环保型的高新技术，运用油气回收技

术回收油品在储运、装卸、加注过程中排放的油气，能够有效减

少挥发性有机物排入空气，防止油气挥发造成的大气污染，同时

消除安全隐患。

通过长时间的数据分析和排放检测表明，油气回收系统油

气处理效率稳定在98%以上，油气排放浓度小于3g/m3，远远低于
国家标准限值（25g/m3）要求。发油过程中逸散的油气可有效的通
过油气回收密闭系统得到回收，减少油气排放，既节约资源，又

保护大气环境和人员健康，提高作业安全性。

目前，油气回收改造已完成加油站1500余座和9座油库，3座
油库正在改造施工，目前主要加油站点和油库油气回收大规模

改造已基本结束。

绿色驱动建设美丽中国

油品提升、油气回收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环保措施是利国利

民的民生工程，“绿色低碳”既是浙江石油公司的发展战略，也是

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为减少油品远距离运输途中的挥发污染，浙江石油公司积

极兴建成品油长输管道，从2000年第一条镇杭管道投产至今，现
已建成长输管道748公里，镇杭、金嘉湖、甬绍金衢等成品油管线
已经建成投运，甬台温成品油管线正在积极建设当中。

长输管道全部投运后，预计全年可减少油气挥发3200吨，大
幅度降低成品油在运输途中的排放，有效降低对大气的影响。

多年来，浙江石油公司遵循中国石化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实施国际通用的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致力于环
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努力打造环境和谐型企业。在全省设901个
油气浓度检测点、54个噪声检测点。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石油公司还积极向社会提供清洁能源，

全省系统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分公司已拥有25座加气站，其
中16座CNG加气站、7座LNG加气站、1座LNG/CNG合建站、1座
CNG加气母站。2013年1至5月销量达2397万立方米，全年预计可
替代5万吨成品油消费当量，既节约了资源，又利于环保。
“公司将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重视安全生产，保护生

态环境，加大节能投入，提供清洁燃料，努力实现企业与地方、生

产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营造碧水蓝天，继续做出不懈努力。”徐

祥燕说。

肩负绿色责任
多举并重治理大气污染

“现在打井比过去声音小多了，

管理更规范了。”这是一名 60多岁的
黄河钻井总公司老钻工，参观网电钻

机施工后有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切

身感受。

去年，黄河钻井总公司网电钻机

施工 148口、进尺 39.97万米，占油田
网电钻机总进尺的 81.5%，替代成品
油 5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17642吨。这是黄河钻井提升科学打
井水平，打造“绿色钻井”，推动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缩影。

科技攻关
废物实现综合利用

正如《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的，他们把年度节能减排目

标值量化分解到每一口井，井队按照

清洁生产、环境保护职责、标准、规范

落实到作业环节和操作岗位。该公司

218 名监督员对 87 支井队进行拉网
式动态监控，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不

准施工，员工有权拒绝执行作业指

令。从而，形成了遵章有秩序、过程可

控制、结果可追溯的管理闭环。

据现场技术人员介绍，钻井液循

环池铺设双层防渗布、机械设备安装

防渗油装置、防喷器上部加装泥浆

伞、井口垒方井，不让一滴油和泥浆

渗漏。化学药品存放下垫上盖，包装

袋回收；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生活污

水集中存放、处理，最大限度降低排

放、防止污染；使用易降解、无毒的添

加剂，减少对地层污染、保护生态环

境。这些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的措施

做法，在渤海钻井总公司每一个井

队、每一处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已成

为一种管理自觉、行为自觉。

钻井液是一种含化学添加剂、污

水、污油的多相胶状悬浮体。过去完

井后，废弃钻井液只能放在占地约

600平方米的循环池中，上面寸草不
生，就像绿色大地上的一个又一个暗

疮，对土壤、水体和空气都有污染。黄

河钻井总公司通过开展“废弃钻井液

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攻关，优选出复

合固化处理剂系列配方，探索形成一

整套废弃钻井液环保处理技术，能有

效清除废弃钻井液中有害有毒物质，

改善地表土壤质量，处理后的固化物

还能作为铺设道路、修建井场基础和

工业建筑原材料，实现二次利用，该专

利技术获得油田科技进步奖。

北航科技
节能减排一举两得

在地处偏僻，不能引用网电的钻

井现场，如何解决减少污染排放和节

能环保问题，仍然是钻井公司面临的

一大难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胜利油田钻

井总公司在大力自主科技攻关的同

时，创新试验和引进高新技术产

品———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

剂，取得了节能减排的明显效益。

黄河钻井三公司 4038钻井队崔
队长向记者介绍，他们是从今年 5
月份才开始试用这肉眼看不到的

“纳米球”，一用才知道作用可不小。

柴油机的排烟明显减少，噪音降低

了，钻井效率提高了。崔队长指着刚

刚完成作业的钻井说，这是试用了

“纳米球”后打的第二口井。现在，我

们还没有采集确切数据，但是，肉眼

就能看到过去的烟气消失了，效果

很好。

其实，崔队长并不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早在去年 5月份，渤海钻
井 40600 队就尝试了“纳米球”的功
效，并且进行了认真的数据记录和科

学分析。通过一年多的试用表明，“纳

米球”除了明显的减少烟气排放之

外，节油效率达到了 7.38%，同时，还
可延长润滑油一倍的使用寿命。

“纳米球”为何如此神奇呢？据了

解，它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山东

万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的，

采用纳米技术精确控制添加剂的颗

粒粒度，在摩擦副表面吸附填充形成

新的表面，产生自修复作用，增强润

滑效果，抗磨损，耐腐蚀。将此产品添

加到燃油机械润滑油中，使机械工作

效率大幅提高。该产品荣获了科学技

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

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被交通运

输部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办公室确定为推广产品。

据技术人员初步测算，胜利油田

通过推广运用“纳米球”可现实节油、

节电近 3亿元的综合效益，同时，减
少大量烟气排放和降低噪音，将取得

明显的环保效益。

胜利油田：
用科技创新打造“绿色钻井”

宁波当地环保志愿者参加镇海炼化公众开放日活动时，请工作人员灌上

了经过处理的回用废水，大口喝了起来。他回味着说蛮好。

本报记者 张博 鲁扬

一场春雨后，普光气田青山绵

绵，后巴河上，三三两两的白鹭时而

静谧，时而跃起，溅起点点水花。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一年

来，普光气田采气厂实行固废处理无

害化，生产污水不落地，累计无害化

处理固废 5 万立方米，污水回注水质
达标率 100%，节约燃料气 300 万立
方米，实现了绿色清洁低碳生产。

普光气田投产后，钻井固体废弃

物被封闭固化保存。川东北雨季长，

雨水长期冲刷容易造成地面塌方，也

增加了因固废泄漏导致周边环境受

污染的风险。

普光分公司采气厂把钻井固化

物进行高温处理，固化物中的硅和钙

成分“变身”成水泥添加剂，以 20%到

30%的比例添加到熟石灰中。目前，采
气厂已累计处理固体废弃物 5 万立
方米。

气田常规生产还会产生大量采

气污泥。这些采气污泥属于国家规定

的危险废物，不能使用常规的无害化

处理方法。

为此，采气厂通过开展高含硫气

田采气污泥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与

应用，与地方具有环保资质的企业合

作，对采气污泥进行无害化焚烧处

理。目前已累计无害化处理采气污泥

500吨，实现了全年生产零污染目标。
开着奔驰污水拉运车，往返于集

气站场和污水处理站，司机郜洪岩的

工作很“拉风”。普光气田每天有 20多
辆奔驰污水拉运车，穿梭在崇山峻岭

之间。

“我们污水拉运和处理有三重保

险，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会有任何

泄漏，滴水不染巴山秀色。”采气厂

HSE办公室主任洪祥说。
污水装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清

水置换环节。清水置换完成后，启动

罐车上的车载泵进行残液回抽，便可

保证污水零泄漏。拉水的奔驰车罐全

部采用压力密闭，在路上不会发生泄

漏，即使到了污水站，还要通过氮气

充压才能把污水排出来。

到站污水要先进入“不落地装置”

进行处理。经设备处理后的污水，悬浮

物可从原先的 700毫克/升下降到 3毫
克/升，完全达到国家污水回注标准。

截至 4月，普光气田两大主力区
块 50口生产井同时生产，这要消耗
大量燃料气。减少这些气体燃烧后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成了重点工

作。

采气厂给每个站划定最高日用

气量和月度用电量。一季度节能示范

站 101集气站有两口气井，按照规定，
一天用燃料气不得超过 2500立方米，
实际上，该站每天用燃料气量不足

2000立方米。101集气站的燃料气主
要用于火炬吹扫、加热炉用气和仪表

风用气。

为节约用气，员工根据每天天气

状况，合理调节火炬吹扫用气量。“风

大雨大时，为防止火炬熄灭，我们把

气量调大，一天不超过 1000立方米；
天晴无风时，把气量调小，维持在一

天 800立方米。”101集气站小班员工
王清杰说。

一年来，采气厂累计节约燃料气

2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50 千克，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4000
千克。

普光气田：绿色采气实现生产“零污染”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钻井队崔队长告诉记者，为获取详细数据和科学分析节能减排效果他们安装了油量计。

举措

本报记者 张博张晨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