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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耕耘致岁丰 宁为天下送暖意
长宁公司勇担中国石油页岩气勘探开发排头兵和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上产主力军
曾萍 向欣荣 刘琦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清洁、方便又实惠
的天然气逐渐走入千家万户，
点亮
国人的灶火、
温暖大家的心房。
自“西气东输”
“ 煤改气”等多
项国家重点工程推进以来，
中国燃
气下游基础建设不断扩大，
老百姓
对天然气越来越依赖，
天然气需求
量与日俱增。而国内产量难以满
足 需 求 增 长 ，多 次 出 现“ 气 荒 ”
现象。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天然气需
求，国家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力
度。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
究中心从 2004 年开始，跟踪调研
中国页岩气资源状况和世界页岩
气资源发展动态。2010 年，国土
资源部确定了黔北、
川南、
渝东南、
渝东北等 7 个国家先导试验区。
国内三大石油公司积极调整结构
和重点，
将页岩气勘探开发列为非
常规油气资源的首位。
2013 年 7 月，国家能源局等相
关部委到四川调研，
专门针对页岩
气开发举行座谈会。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张玉清表示，
要鼓励页岩气
就地转化利用，尽可能落地，最大
限度地满足地方政府和资源地群
众的合理诉求。
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
供应企业，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始终致力于
川南页岩气勘探开发，
汇集优秀的
人才资源，
不断探索页岩气勘探开
发先进技术及管理机制。经过多
年研究发现，四川宜宾市珙县、兴
文、
筠连和长宁县境内是国内最有
利的海相页岩气富集区。
这样的背景下，
四川长宁天然
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

科研创新 产气奉能
为贯彻落实国家加快页岩气
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完善
能源供应新格局、
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
同时改善四川地区供气紧张局
面，增强保供能力，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战略
合作协议，2013 年 12 月 2 日，四川
长宁天然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
四川省宜宾市注册成立。
七年走来，
步步铿锵。
2014 年 3 月，长宁公司成立仅
4 个月，公司首口页岩气开发井长

宁 H3-6 井在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上
罗镇开钻。4 月，我国首条页岩气
外输管线——长宁地区页岩气试
采干线投入运行，日输气量为 450
万方。5 月，同平台的长宁 H6-3
井、
长宁 H6-4 井开钻，
标志着长宁
区块
“双钻机、
批量化”
钻井开始规
模应用，
川南页岩气
“工厂化”
钻井
作业迈上新台阶……长宁公司建
立一年内，全年完成页岩气销售
1.01 亿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2.2
亿元。
“开门红”
之后，
长宁公司耕耘
不 辍 ，迎 来 更 多 的 成 绩 、更 大 的
辉煌。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川滇黔四川盆地西南水富叙永地区油气页岩气探矿权证》
后，长宁公司进一步扩大勘验开
发范围。累计探明储量超过 4400
亿立方米，仅 2019 年就新增页岩
气探明储量超 3600 亿立方米，创
全国页岩气单次申报探明储量之
最、新增含气面积之最，为建成国
内首个“万亿储量”页岩气田贡献
力量。
技术是制约页岩气发展的关
键环节。长宁公司借鉴北美页岩
气勘探开发经验，
建立形成适合长
宁区块山地条件、
复杂构造的页岩
气 勘 探 开 发“ 八 大 ”主 体 技 术 体
系。提出页岩气“三控”富集高产
理论，
创新形成
“四种”
页岩气富集
模式，
拓展了勘探开发领域。创新
建立了地质工程一体化高产井培
育方法，抓住“定好井、钻好井、压
好井、
管好井”
四个关键因素，
探索
形成了
“六化管理模式”
，
降低开发
成本；不断完善高产井培育模式，
成功打造
“四百万方”
页岩气平台，
有效实现了 3500 米以浅页岩气规
模效益开发。
依靠科研创新驱动、技术突

破，
长宁公司的页岩气规模效益开
发始终领跑中石油、
达到国内先进
水 平 。 目 前 已 经 形 成 宁 201、宁
209、宁 216 三个主要产区，最高日
产气量突破 2000 万方，年产能力
超过 60 亿方，历年产气 127 亿方，
2020 年全年产气量突破 57 亿方，
为川南页岩气田建成国内首个百
亿方页岩气田打下
“半壁江山”
，
为
西南油气田建成 300 亿战略大气
区作出新贡献。

凝心聚气 精锐长宁
长宁公司四家股东方分别是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宜宾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
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作为国
内首家企地合资的页岩气勘探开
发公司，四家股东精诚合作，共同
承担“率先建立国家级页岩气示
范区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任务。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西南油气
田分公司利用天然气上中下游全
产业链生产体系，
以及先进专业的
天然气勘探开发研发和生产管理
体系，
全方位支持长宁公司业务发
展。四川能投积极协调电力企业，
全力以赴做好现场用电保障。宜
宾国资公司积极开展地方协调，
努
力解决征地和阻工阻路等问题。
各股东方千方百计调动各路社会
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争取更多政
策支持和帮助，
为长宁公司加快页
岩气勘探开发创造有利条件。截
至目前，长宁公司先后荣获“中央
企业先进集体”
“四川省五一劳动
奖章”
“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
40 余项各级荣誉。累计销售收入
超过 50 亿元、
净利润近 17 亿元，
平
均内部收益率近 10%，
为地方贡献

长宁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成最早、功能最完备的中心站——宁 201 中心站

税费 7.68 亿元。
长宁公司 100 余名员工来自
各股东方委派，
超 90%以上为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平均年龄 38.7
岁。为增加公司凝聚力，
推动公司
迅速发展，
长宁公司基于特殊的企
地合资特色和
“油公司”
模式特色，
创新形成“凝心聚气 精锐长宁”的
企业精神。
凝心就是凝
“三心”
，
凝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贡献青春的初心、
攻克
难关的决心和引领中国页岩气行
业不断进步的信心。聚气就是聚
“五气”
，
聚公司主要生产对象的页
岩气、光明磊落的正气、团结包容
的和气、
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永争第
一的豪气。同时以精忠报国的志
向、精益求精的态度、精细规范的
操作、精诚团结的组织、精英骨干
的人才和精致优良的产品，
以及公
司年壮气锐的优势、
锐意进取的态
度和锐不可当的气势，
为国家保障
能源安全、为社会提供温暖、为企
业创造价值、为股东提供利益、为
员工谋求发展。
企业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
公司创新股东方领导进入公司党
委班子、
股东方普通党员担任支部
委员。强化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
领导作用，及时修订完善“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将党委会作为股东
会、
董事会等公司重大决策的前置
程序。启动党建标准化、
规范化建
设，在机关成立联合党支部，在基
层探索区域党建共建，
促进地企和
谐和生产建设。
2019 年，长宁公司党建实践
成果《合资合作企业党建模式优化
和创新研究》被中国石油企业协
会、中国石油教育学会、石油工业
出版社共同评选为中国石油组织
人事创新案例一等奖，
充分展示了
特色党建的示范力、
影响力。

造福民生 企地共赢
川南地区自然风景秀美。长
宁 公 司 坚 决 扛 起“ 开 发 一 方 资
源、保护一方水土”的社会责任，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将
绿色发展作为页岩气开发的题中
之意。严格执行国家法规和技术
规程，
广泛采用与北美同步的成熟
清洁开发技术，
采取节水、
节地、
资
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等措施，最
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建产区环
境质量与开发前基本保持一致，
顺
利通过国家环保专项督查，
获得省

市地方环保部门的高度肯定，
成为
2019 年度西南油气田公司唯一一
家通过国家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
遴选企业。
长宁公司在开发页岩气的同
时，始终关注当地民生。2020 年 9
月，
在长宁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新
一轮的重要上产区——四川省宜
宾市高县启动中国石油“旭航”助
学公益项目，
对高县中学遴选的符
合受助条件的 150 位优秀学子开
展为期三年的公益助学。并在页
岩气生产地开展
“页岩气科普体验
日”
“书香伴成长活动”
“青春送暖
走进九丝”等活动，为地方学子普
及天然气能源知识，送去书包、书
籍、
文具等学习用品。
西南油气田公司党委委员、
副
总经理兼长宁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
理何骁强调：
“开发一个气田、
带动
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是中国
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的发展理念，
也是对社会的承诺。在地方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西南油气田公司将
始终追求科学发展、清洁发展、安
全发展，
同时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
任，构建更为和谐、密切的企地关
系，
实现企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着眼未来 蓬勃发展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全
球能源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中国
谋划“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
局，
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给川南页岩
气勘探开发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
在非常之时、举非常之事、建
非常之功。
站在
“十四五”
的新起点，
作为
四川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排头兵和
西南油气田页岩气发展的主力军，
长宁公司更应肩负起守护国家能
源安全、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历史
责任，在加快上产、实现川南页岩
气大发展中发挥中坚作用，
在创新
突破、
完善页岩气主体技术和高效
管理模式中发挥引领作用，
在创效
盈利、
打造央地合作互利共赢典范
中发挥表率作用，在履行责任、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带动
作用。力争在 2025 年建成百亿页
岩气田，
树立国内页岩气勘探开发
行业标杆。

长宁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第二座中心站——宁 209 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