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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燃事故应急指挥部”在 22日下午启动一级响应，全力抢救伤员。

从中国石化新闻办公室官方

微博了解到，经现场认真核实，原

油泄漏并爆燃管道系东黄复线管

道，而不是黄潍管道。东黄复线管

径 711 毫米，1986 年 7 月建成投

产，管道长 248.52 公里，年输油能

力 1000 万吨，已使用 27 年，属于

老龄管道（服役超 20年）。

根据当地通报，这起事故初

步原因分析是管线漏油进入市政

管网的轻质原油闪爆导致，具体

原因正在调查。而有分析指出，

原因也可能由盗油引起。引发事

故的管线爆裂长度达 3.5 公里，其

建设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并非一

些传言所说的“投资 13 亿、8 月

份刚刚投用”。

该爆炸路段在早期是郊区，但

是随着城市化发展，郊区变为繁华

城区。中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曾在

2011 年 9 月和 2012 年 9 月发布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东黄 (复 )

线、东临线隐患整治工程环境信息

公告》，称“原本管线所处的郊区现

在变为繁华城区，建筑物众多，人

口密集，部分管道陆续被占压，导

致管道无法抢、维修，即使一些没

有占压的建筑物也离管道较近，无

法进行管道防腐层大修”。随着城

市发展，老管道逐渐被居住区包

围，甚至被建筑挤压，因此造成石

油泄露或管道破裂、爆炸；而且，居

住区有大量的市政管线，各种线路

拥挤，部分管线有交叉，油气管道

与市政管线混合，其爆炸概率大大

提高，而管线一旦发生爆炸，由于

在居民楼周边，自然造成大量的人

员伤亡。

同时，根据 《输油管道工程

设计规范》 规定，原油管道与城

镇居民点或独立的人群密集的房

屋的距离不宜小于 15 米，与工厂

的距离不宜小于 20 米，管道中心

距公路用地范围边界不宜小于 10

米、三级及以下公路不宜小于 5

米。钻井、输油管线等都要与附

近的居民区、加油站甚至河道、

沟渠等拉开距离，一般常规距离

在 3公里左右。

而这些，显然已成为遗憾。

目前初步查明，事故基本原因

是输油管线漏油进入市政管网导

致起火。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郭继

山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事发地地

下管线拥挤。事故发生后，很多市

民发现离自家门口不远的地方，输

油管线与市政管线交错，一根管线

爆燃，周边其它管线都会受到影

响。这就是说，事发地的输油管线

与市政管网埋设，确实存在不合

理、不科学问题。

相较于地面设施，城市地下管

网建设更具专业性，检修维护难度

更大，因而更应强调规划设计的科

学合理，审批把关不能有丝毫马

虎。像输油管线与市政管网交错的

隐患，如果不能在规划、审批环节

就予以排除，一旦成为事实，必然

后患无穷。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安

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

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城市地下管网建设与维护

应当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严防埋下重大隐患。

据了解，青岛市政府已成立专

门队伍，对地下管线进行全面调

查，准备彻底改造。亡羊补牢，犹未

为晚。希望各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黄潍输油管线事故抢险工

作时所要求的，“一厂出事故、万厂

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

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

责任，改进安全监管，落实防范措

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纵深

管道老龄化，或许不是偶然

事故发生后 ,习

近平立即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有关方面

及时排除险情,千方百

计搜救失踪、受伤人

员, 并查明事故原因。
24日下午，习近平抵

达青岛，看望慰问了

爆燃事故中的伤员，

并强调所有企业都必
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李克强也

作出批示，要求全力

搜救失踪受伤人员，
深入排查控制危险

源，加强检查督查，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

资讯

青岛 72小时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员员月 圆圆日凌晨 猿时，位于山
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输油管

线破裂致原油泄漏，并于上午 员园
时 猿园分左右突发爆燃。截至 圆5日
凌晨，已有 缘5 人遇难。事故发生
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以

下简称中石化） 及当地政府投入

救援，中石化表示：全力以赴救

援并一定以负责任的态度调查事

故责任。

“看到事故给青岛人民生命和

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万分痛心。”事

故发生后，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第

一时间奔赴青岛事故现场，向逝者

深深哀悼，向伤者、家属们深切慰

问，向青岛人民和全国人民深深致

歉，并承诺将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

价做好抢险救灾和善后工作，配合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出事故原因。

5515米
排水暗渠爆燃

圆圆日凌晨 猿时，位于山东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路与斋堂

岛街交会处的中石化管道公司输

油管线破裂，原油泄漏。上午 员园时
猿园分左右，管道公司和黄岛油库在
清理油污过程中，开发区海河路和

斋堂岛街交会处发生爆燃，距此地

约 员 公里外的雨水管道末端入海
口处发生原油燃烧。

“当时地都在晃，以为是地震

了。”劫后余生的张秀芬说起事故

发生的情形，仍心有余悸。

她所在的青岛西部五交化有

限公司位于舟山岛街，在一楼办

公，离最近的管道只有十来米，有

多块玻璃被震碎。

一些碎石击中旁边的建筑物，

砸穿了墙体。爆炸掀起的泥土覆盖

了房屋、树木、道路，到处一片灰

黑。距爆炸点 远园 多米远的一个小
区里，砖石瓦块仍散落地上。

据事故现场指挥部消息，事故

中，有 缘缘员缘米排水暗渠遭爆燃冲击。
事故导致黄岛区秦皇岛路、刘公岛

路、斋堂岛路、长兴岛街、唐岛路、舟

山岛街等多条市政道路不同程度损

毁，排水、燃气、供水、供热等多条管

线受损。

记者 圆圆日中午在赶往现场时
看到，地下输油管道爆燃导致不少

马路中间爆裂拱起，砖块散落一

地，道路两边有些车辆因爆炸产生

的冲击力受损，其中一辆银色 杂哉灾
的后半车身已被爆裂的砖石砸扁，

还有一辆绿色皮卡被掀翻在路边，

不少爆燃点附近的车身上落满灰

尘，道路两旁的一些绿化树木也因

冲击发生倾倒甚至被连根拔起。

一位开车路过事发现场的司

机说，“街上大大小小的裂缝很多，

最长的估计有 1.缘公里。”

直至 圆圆日晚间，现场的空气
中依然散发着一股浓重的化学药

品味道。圆猿日记者在现场探访时，
刺鼻的气味已经消散，维持秩序的

警察都没有戴口罩，但天空仍然灰

蒙蒙的。在受损最严重的斋堂岛街

记者看到，20多厘米厚的混凝土路
基被巨大的冲击力掀开，直竖起

来，不少树木被拦腰斩断。

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郭继山

在 23 日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漏油后黄区政府相关部门接到中

石化通知共同开始救援。记者看

到，斋堂岛街北端已拉起了警戒

线，几名搜救人员带着搜救犬仍在

寻找幸存者。

中石化“以负责任
态度”全力以赴

受习近平、李克强委托,国务委
员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人 圆圆日傍
晚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

作。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
国务院有关部门、中石化公司负责

人已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抢险

救援工作。目前,输油管道已关闭,
起火点已全部扑灭, 各项善后工作
正在进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立即研究

部署，要求山东省安全监管局配合

当地政府尽快封堵泄漏点，全面做

好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千方

百计减少因伤死亡，进一步核清死

亡人数等情况，并查清事故原因。

山东省和中石化等成立了

“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燃事故应急指

挥部”，傅成玉第一时间赶赴事故

现场，迅速组织力量扑救，全力

抢救伤员，开展后续工作，防止

次生灾害，安排好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中石化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一定全力以赴，抢救伤员，挽救

损失。一定以负责任的态度调查

事故责任，并及时通报进展。

“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燃事故应急

指挥部”在 圆圆日下午启动一级响应，
全力抢救伤员，并全面搜救事故现场

人员，共派出救护车 源源部，医疗专家
远园多人，共 猿园园多位医护人员赶往
现场，伤员被送往黄岛区及青岛市区

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中石化也将抢

救伤员放在第一位，从北京、山东省

和青岛市各大医院调集 114名专家，
对伤员进行抢救和治疗，并保障医疗

设备和血浆储备满足治疗需要。胜利

油田百余名职工已经做好献血准备，

目前收治的病人未发生死亡。事故造

成住院治疗 136人，其中极危重 8
人，危重 2 人，重症 42人，普通 84
人，30位轻微伤员经门诊治疗后已
离院。

在现场指挥部王勇连夜召开

会议，听取抢险救援情况的汇报，

对当前和下一步处置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他强调，一要全力认真细

致搜救现场人员，二要千方百计救

治伤员，三要做好危险源排查和油

污清理工作，四要妥善做好家属安

抚等善后工作，五要做好事故原因

调查和责任认定，六要做好社会稳

定工作。

目前，事故明火已被扑灭，输

油管线已安全封闭，所有伤员都被

送往医院精心救治，现场后续工作

正在有力有序进行，善后安抚和事

故原因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事故发

生后，圆圆日晚，约 员援愿万居民被陆续
转移疏散。经过紧急维修，因管线

爆燃事故造成停电的区域，除 圆个
小区外已全部恢复供电。社会各界

也积极投入救助，阳光保险第一时

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截

至事故发生后的 36小时，共接到

车险报案 9起，通过“闪赔”服务已
完成理赔 4起，首笔赔付已于报案
5小时内赔付完毕。

不会对海洋
造成过多污染

为防止剩余可燃气体再次爆

燃，引发次生灾害，中石化抢险队

伍对事故点附近 42 个污水井、电
缆井和雨水井等井内气体，每隔 2
小时，逐个进行高频度、高密度检

测，为现场救灾作业提供支持。

22日下午，山东青岛输油管线一
输油管道破裂，部分原油沿着雨水管

线进入胶州湾，海面过油面积约 3000
平方米。事故发生后，当地海事、企业

等部门出动清污船只，布设多道围油

栏。目前，胶州湾码头附近大部分原

油已被清理，海面能见少量油花。

截至 22日下午 18时，黄岛雨
水管网排海口 150余人、18艘船只
参与清理油污。目前，吸油物资充

足，排海口外铺设 8道围油栏，每
道围油栏之间污油逐次减少，水面

上只有零星油花。排海口拦油坝已

经彻底隔离上游残留原油入海。

据青岛市官方微博“青岛发布”

发布的事发地周边 2个空气质量监
测点位检测结果均无异常，远低于

控制标准。市区空气检测结果显示，

此次事件对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没有

明显影响。

“11·22”爆燃事故发生后，青
岛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胶州湾

码头附近海域主要原油已被清理，

目前主要是一些油花污染，大概有

员万平方米左右，清理难度较大。
记者 圆猿日下午 圆时许赶到被

原油污染的胶州湾码头附近海域，

多辆清污船只在工作，海事等部

门布设多道围油栏，目前大部分

原油已被清理，海面还能见到少

量漂浮的油花，一些工作人员正

在向海中投放吸油粘。

官方发布，从现在已经采取的

措施来看，效果比较明显，估计在

晚些时候能把大面积油污控制住。

目前，黄岛地区空气中有害物质含

量均未超标，未来两天冷空气来

袭，有利于空气质量进一步好转。

圆源 日中午中石化新闻办公室
在其官方微博“石化实说”中发布

消息称，经昼夜监测，“员员·圆圆”青岛
输油管线爆燃现场排除次生爆燃

可能。

中石化新闻办公室称，目前，

专业监测人员在燃爆现场周边区域

市政排水暗渠设置 员圆园个井口监测
点。经昼夜监测，大部分井口未测

出可燃气体，个别井口可燃气体浓

度在爆炸下限 圆园豫以下。检测频度
圆小时一次，检出可燃气体井口每
小时一次。检测结果表明现场排除

次生燃爆可能。中国石化将继续监

测跟踪。

中国南车
援助土库曼客运机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的资阳公司与商务部正式签

订了援助土库曼斯坦客运机车

及零配件项目订单，独家承担

我国 圆园员猿 年援土库曼斯坦项
目。根据规定，中国今年将向土

库曼斯坦提供 圆辆干线内燃客
运机车及一批零配件。商务部

决定该项目的生产供货任务采

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并选择

了中国南车资阳公司独家承担

该项目。

中国商飞
大飞机海外布局

11 月 23日，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美国有限公司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

的新港市揭牌，这是中国商飞

在海外设立的首家全资子公

司。包括美国通用电气、联合

技术、霍尼韦尔等在内的 员远
家国际航空企业目前已与商飞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中

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
的供应商。

中国电建
签 8.7亿美元基建合同

中国电建集团所属子公司

中国水电与马其顿国家公路公

司正式签署了欧洲八号走廊基

塞沃-奥赫里德（Kicevo-Ohrid）
标段、东西走廊米拉蒂诺维奇-
斯蒂普（Miladinovci-Stip）标段
的总承包合同，两标段合同总金

额约为 8.7亿美元，项目资金主
要利用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贷

款，是中国-中东欧双边互利互
惠合作框架下的大型基建项目。

中国国航
成都至阿克苏首航

11 月 20 日下午 14 点 49
分，国航成都至新疆阿克苏的

直飞航线正式开通。首航航班

销售火爆，客座率达 96%，返程
达到了 98%。成都至阿克苏航
线是继成都至乌鲁木齐、库尔

勒后，国航开通的第三条成都

直飞疆内的航线，也是阿克苏

首条直达内地的航线，旅客去

往阿克苏必须从乌鲁木齐中转

的现状将被改变，成都航空枢

纽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国电信
与新媒体合作 IPTV

中国电信与爱上电视传媒

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 IPTV 合
作协议，充实 IPTV产品内容、
优化用户体验，并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发展。中国电信与

爱上电视传媒将合作完善三网

融合技术创新体系，推动 IPTV
向高清化、智能化方向演进，积

极探索 IPTV跨网覆盖、多屏交
互等创新应用，满足未来智慧

家庭对于视听、娱乐和信息应

用的需要。爱上电视传媒是由

中国网络电视台控股、与上海

广播电视台共同出资组建的。

中国北车
蝉联行业世界冠军

近日，德国著名咨询公司

SCI Verkehr公司公布了轨道交
通装备行业的年度排名，中国北

车 2012年新造机车车辆的营业
收入继续位居世界轨道交通装

备行业榜首，蝉联轨道交通装备

行业的世界冠军。近 5年间，中
国北车的电力机车、地铁车辆和

铁路货车销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分别占据全球 28%、21%和 12%
的市场份额。此外，中国北车时

速 30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也位
居世界首位。

张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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