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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驻重庆企业

40年前，中华大

地吹响了改革开放

号角。伴随着改革

开放，中国石化应运

而生。从此，中国石

化与重庆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驻渝企业

从 1 家 发 展 到 了 6

家，产业布局从中游

发展到了上中下游。

驻渝企业始终秉

承“爱我中华、振兴石

化”“为美好生活加

油”的初心和使命，依

托中国石化在渝上中

下游一体化优势，积

极对接重庆经济社会

发展，勇当全国乃至

世界天然气开发应

用领域的领头雁、创

新驱动发展的排头

兵、长江生态保护的

先行者、民生福祉保

障的实践者，把石化

人的初心和使命谱

写在了这座山清水

秀美丽之城。

为美好生活“加油”
“中国石化在重庆”砥砺奋进谱新篇

中国石化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并
持续加强与重庆的合作，把重庆作为
辐射西部和联接长江中下游的关键支
点，不断加大投入，优化产业结构。驻
渝企业以天然气开发应用为龙头,润
滑油产销研、成品油销售为补充，致力
于“三基地一供应商”的建设格局，走
出了一条清洁能源开发、应用、自主创
新的国产化之路。

中国石化致力于建设“涪陵页岩
气田百亿立方米产能基地”。涪陵页
岩气田累计提交探明储量6008.14亿
立方米，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65.3%，
目前已建成年100亿立方米产能，被国
土资源部评审认定为全球除北美之外
最大的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通过川
气东送管道，源源不断地输往华中、华
东等地，是“气化长江经济带”重要气

源，惠及沿线6省2市70多个大中型城
市，上千家企业、2亿多居民，为全球页
岩气开发提供了中国样本。

中国石化致力于建设天然气“精
细化工、高端新材料生产和研发基
地”。川维化工公司是国内最大、世界
一流的天然气化工企业，年加工天然
气／页岩气15亿立方米，主要产品聚
乙烯醇（ＰＶＡ）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
的50%以上，是中国天然气化工产业
的领头雁，也是重庆市化工行业的排
头兵。上世纪90年代，与英国BP公
司、重庆能投集团合资的扬子江乙酰
化工公司，是重庆市乃至中国西部首
家中外合资公司，成为对外合资合作
的成功典范，坚定了外商投资重庆的
信心。与此同时，利用其资源、人才、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长寿经济

技术开发区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的
蓬勃发展，成功打造国家级开发区提
供了有效支撑。

中国石化致力于建设“全国最大
的合成润滑油脂产销研基地和西南地
区最大矿物润滑油脂产销研基地”。
合成油脂公司是中国航天润滑油脂的
3个重要基地之一，形成“高、新、特、
专、全”润滑产品群，航天级的润滑产
品服务于重庆汽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提升了在渝汽车产业润滑管
理品质，支撑重庆汽车产业发展。

中国石化致力于建设“重庆市最大
的车用天然气供应商”。持续规划建设
集仓储、物流、销售、服务于一体，开展
成品油批发、零售、直销以及车用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非油品销售等业务，油
气网络覆盖重庆市38个行政区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国石化
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技术攻关研究，
加强成果转化推广，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推动发展方式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助力重庆
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
建产业新体系、完善发展新机制，大力
建设西部创新中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驻渝企业
坚持以科技创新助力重庆高质量发
展。涪陵页岩气田作为中国首个国家
级页岩气示范区，经过多年技术攻关
和集成，已经形成五大技术体系、近百
项技术标准，实现了页岩气开发技术
从“起跑”到“领跑”的飞跃，使我国成
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3个完全掌握
页岩气开发成套技术和实现页岩气商
业开发的国家，是我国页岩气勘探开
发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先
行者，对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快节能
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作出了巨大贡
献。润滑油产品在研发和制造过程
中，破解了各行各业高端润滑难题，成
为国内唯一拥有合成润滑油脂核心技
术的企业，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
为航空航天提供润滑油服务的企业，
服务“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和“嫦娥”系
列探月卫星以及国家重大活动，在高
铁、新能源等诸多领域均得以验证和
展现。

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
绿色化工工艺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方
面，驻渝企业为做强做优重庆天然气
化工且形成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提供
动力和保障。天然气部分氧化制乙
炔技术，核心设备乙炔炉产能从0.75
万吨/年提高到1.5万吨/年，目前获国

家专利授权41件，在国内外已经成功
许可3次，技术成功输出乌兹别克斯
坦，助推了中国石化落实“一带一路”

国家倡议的实施。PVA悬浮分散剂、
低温水溶纤维等产品瞄准高端成功
顶替国外进口。

2018年，中国石化以“奉献清
洁能源，践行绿色发展”为理念，启
动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实施国内规
模最大的全产业链绿色创建行
动。计划在2023年内建成清洁、
高效、低碳、循环的绿色企业。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重庆时强调，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中国石化要求沿江企业要
坚决守住资源利用上线、生态保
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在打造
绿色企业行动中走在前，做表率，
当标杆。驻渝企业强化“上游意
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游
水平”，始终把绿色低碳作为企业
核心竞争力，以构筑长江绿色屏
障为己任，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绿

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服务计
划，努力在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中有更大担当，作出更大
贡献。

在勘探钻井和涪陵页岩气田
开发建设中，采购企业把节能环
保的绿色要求纳入采购技术指
标，开发建设企业坚持“决不让一
滴污水流出井场”“不环保的进尺
一米都不要”，视环境为“眼睛”，
视开发地为“桑梓”，视群众为“亲
人”，坚持“减量化—再循环—再
利用”原则，工业废水、废气“无害
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处理排放
标准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用行动
践行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
青山”。

在发展天然气精细化工的过
程中，始终坚持用最清洁的原料
最清洁的生产方式生产最环保的

产品。“十二五”以来，先后投入10
多亿元，完成了一般工业固废处
置场建设、污水处理场升级改造、
锅炉烟气脱硫除尘脱硝、环境安
全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环保项目，
主要生产装置节能挖潜成效显
著，万元产值综合能耗（2010年
不变价）下降了31.33%，共节约
标煤67.16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
碳140万吨，相当于植树1680万
棵，相当于4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
开一年的减排量，为重庆市顺利
完成“十二五”污染物总量减排任
务做出了重要贡献。油品销售企
业一直致力于提供清洁油品，在
渝推广国Ⅳ车用柴油和尾气处理
液，实现油气能源供给与生态环
保相协调；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推
进天然气替代成品油，减少尾气
排放，携手扮靓重庆高“颜值”。

中国石化始终不忘党中央的
重托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服
从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记“为
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用实
际行动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作贡献。

驻渝企业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在改革发展中
涌现出了党的十七大代表米钰
林，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罗
莉和“感动重庆”人物米钰林、胡
德高等优秀先进人物，他们用

“三老四严”“精细创新”等石油
石化的优良传统感染着身边人，
带动着社会各群体唱响主旋律，
汇聚正能量。

在发展进程中，中国石化驻
渝企业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和
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地方发展，助
力重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涪
陵页岩气公司出资1.5亿元共建
涪陵焦石——白涛物流通道，协
同升级改造焦石镇主干道。铺设

管线将远处地下水输送至涪陵王
家湾水库，顺利解决11个行政村
1.1万名民众的生活用水和农田
灌溉。并先后承担了45户困难
家庭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庆市
政协扶贫集团的主要成员的川维
化工公司，对口扶贫云阳县，近年
来累计向云阳县及所辖单位捐款
1580余万元，相继派遣多名挂职
干部蹲点扶贫。资助建设饮水工
程、希望小学，捐献课桌、衣物
等。以整村脱贫与精准帮扶相结
合的方式，帮助云阳县云安镇铜

鼓村实现脱贫。参与重庆市“冬
日阳光、温暖你我”公益活动，累
计为重庆辖区内600多名留守儿
童赠送新年礼物1200余件。西
南地区危化品应急救援基地——
川维消防大队先后参与汶川、雅
安地震救援，多次参与企业周边
危化品事故救援，山林、社区火灾
救援等，守护了一方平安。实施

“开门开放办企业”，增进与社会
的沟通互动，拉近企业与地方民
众的距离，驻渝企业每年接待社
会公众上千人。

中国石化把打造世界一流能
源化工公司的目标融入到服务国
家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
能源革命，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的生动实践中。

驻渝企业将全面发挥石油和
化学工业的一体化优势，融入长
江经济带发展，在推动页岩气商
业开发、气化长江经济带行动、炼
化基地化集约化发展、新材料和
高端化工产品顶替进口等方面，
全力打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全面
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推进
成品油质量升级，加快推进VOC
综合整治，燃煤锅炉烟气超低排
放改造、固废处理等，为重庆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贡献石化力量。

推动页岩气商业开发，践行
气化长江经济带行动。中国石化
将规划实施好“涪陵页岩气勘探
开发示范工程”，持续深化涪陵外
围勘探评价，不断扩大资源阵地，
形成万亿立方米规模大气田，为

重庆市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作
出积极贡献。

大力发展高端新材料和化工
产品。坚持“基础+高端”“化工+
材料”，以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为主
攻方向。正在研发生产PVB树
脂专用料，向高端PVB薄膜方向
发展，将为重庆汽车制造提供高
端安全玻璃中间膜，顶替进口产
品，助推重庆汽车产业发展。率
先在国内开发生产高阻隔性
EVOH树脂，顶替国外高价进口，
用于汽车油箱、食品保鲜、药品包
装等领域，不仅满足重庆汽车油
箱的制造需求，也将为重庆的食
品、医药等行业提供高端新材
料。PVA系列精细化工产品向
高端PVA光学膜方向发展，为重
庆光电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高
端新材料支撑。大力推进机器
人、风电、食品级润滑油脂新领域
应用，为航天航空、高铁、远洋运
输等高端产业提供保障。

持续提供绿色低碳、安全可

靠能源。不断优化在渝加油站网
络布局，规划在3年内新建65座
LNG加气站，创新加油/气站营销
模式，为重庆市民提供更多增值
业务，积极成为促进重庆地方积
极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力量。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
正当时”。新时代新征程已经开
启，中国石化驻渝企业将秉承“国
企为国，在渝兴渝”的理念，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
改革，迎接“电动革命”“市场革
命”“数字革命”“绿色革命”挑战，
撸起袖子加油干，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推动增长动力转换，更好地
服务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高
品质生活，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做
出应有的贡献。

余维轩
图片由中国石化在渝企业提供

扎根：深耕重庆，为重庆经济发展“加油”

研发：创新驱动，为重庆发展培育新动能

生产：绿色环保，守护一方“绿水青山”

履责：内外兼修，为构建和谐重庆添砖加瓦

展望：不忘初心，融入国家和地方发展

夜色中的川维化工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国内最大的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和化纤产品的特大型联合企业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
——负责重庆地区成品油批发、零售、直销以及车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非油品销售等业务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全球除北美之外最大的页岩气田、中国首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合成油脂分公司
——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合成油脂产、销、研基地之一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钻井分公司
——中国石化在重庆注册的唯一一家勘探开发工程施工作业队

中石化国际事业重庆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中国石化西南西北区域企业进口物资保供业务、油气田装备和油田化学剂专业

化经营业务

标准化集气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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