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大庆新闻 责编：金双燕（0451-84655626） 执编/版式：李树泉（0451-84655635） 7

“排头兵”由1.0版升至4.0版
2017年5月，大庆市委提出争当

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排头兵，8
月底制定出台争当排头兵实施意见
1.0版。其后 3年，大庆市委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化
对资源型城市发展、高质量发展规
律的认知实践，实践版本升级到
4.0。

在具体实施中，大庆市委配套
制定“行动计划”和“任务清单”，实
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5年
间，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坚定不移
弹好“四重奏”、勇闯“四条路”，当
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打造
工业强市，经济、城市、生态、体制
和社会治理加快转型，世界著名的
石油和化工城市、中国新兴的高端
制造城市、中国绿色生态典范城市
悄然入画。

“四重奏”成新时代转型主旋律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庆提

出正在重构产业、重组要素、重聚动
能、重塑环境。经过充实完善，形成
弹好“四重奏”、勇闯“四条路”综合
举措。

坚定不移重构产业，奋力开拓
经济结构更优的新路子；坚定不移
重组要素，奋力开拓体制机制更活
的新路子；坚定不移重聚动能，奋力
开拓内生动力更足的新路子；坚定
不移重塑环境，奋力开拓承载功能
更强的新路子。

5年间，大庆地方经济、非油经
济年均增长 6.6%、6.4%，连续三年获
得国务院表彰激励，营商环境指数
位居东北地区地级市首位。

“油稳气旺”向百年
能源安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

要基石，油气安全在国家能源安全
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庆油田
继承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全力
以赴开创稳油增气的新局面，始终
保持年油气产量当量 4000 万吨以
上的稳产态势，较好地完成了各项
任务目标，切实肩负起了“当好标
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
任。

“十三五”期间，大庆油田国内
累计生产原油 1.64亿吨、生产天然
气达 213亿立方米。松辽北部、海
拉尔等外围盆地，川渝、新疆塔东
区块展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特别
是页岩油资源丰富且勘探程度低，
建设百年油田的“底气”进一步增
强。

“油头化尾”上升为省级战略
大庆地企合力推动“油头化尾”

产业上升为省级战略、石化“大炼
油”项目入列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
局方案》，一举破解“稳油兴化”历史
难题。

5年间，通过高层专班落实、县
区合作共推、产业链闭合招商、上下
游衔接发展，实现“油头”高昂、“化
尾”劲摆，集群集聚发展。全市累计
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项目 160个，
112个建成投产，尤其是石化“大炼
油”、炼化增产石蜡、“龙油550”三大

“油头”，带动形成3个千万吨炼化一
体化企业，大庆炼油能力即将突破
3000万吨。

全面小康捧出高分“答卷”
“十三五”期间，大庆 2.4万群众

实现稳定脱贫，省级贫困县杜尔伯
特县、国家级贫困县林甸县分别于
2018年、2020年高质量摘帽，90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全市贫困发生率清
零。

全市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
比重80.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农村高
于城镇；“4543模式”被司法部称为

“枫桥经验”大庆升级版并推向全
国，入选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城市；大庆主要就业指
标位列省内6个综合性城市前茅。

“十三五”期间，大庆位列中国
居民收入百强市第 54位，入选新时
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秀城
市，连续第四次获评国家卫生城市。

营商环境列东北地市第一
“十三五”期间，大庆在全省创

新推行重点项目建设“五制服务”，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和“首席服务
员制”经验做法全省推广。“放管
服”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由 259 项调整为 122
项，共取消下放 690多项。编制完
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公开市级行政权力近
3500项。

市级“网上办跑一次”事项比率
达到 92%，企业开办和“60小”行业
审批实现“一窗”“一次”“一日办
结”。政务服务事项累计减材料
7000余份，减环节近2000个，减时限
8900余个工作日，减跑动次数实现

“跑一次率”85%。
大庆机场旅客吞吐量由2015年

的 53.2万人次增加到 85.8万人次。
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19.8万户。大庆
在东北“三省一区”营商环境试评价
位列地级城市第 1位，在全国 288座
城市2018年度宜居城市竞争力指数
排名中位列第26位。

生态质量达到20年最优
大庆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绿色

生态典范城市”。省生态气象中
心、大庆市气象台利用卫星遥感数
据对 20年来大庆植被生态进行分
析，显示大庆植被覆盖率逐年提
升，生态质量显著提高，2019 年达
到最优。

“十三五”期间，大庆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保持在 319 天至 336 天，

“水十条”考核成绩全省第一，植被
覆盖率超过79%，沃尔沃在大庆建设
全球绿色标杆工厂。全市共有国家
级生态乡镇 22个、省级生态乡镇 37
个、省级生态村268个。

攻克急难险重彰显“大庆态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

庆第一时间启动细化“一级响应”，
完善四级书记抓防控责任体系，实
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超前安
排，快速行动，地企合作，全民参战，
有效遏制住疫情蔓延势头，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

坚决清理问题“大棚房”，派出6
个督导组驻扎县区督导落实，先后4
次开展“回头看”，全市 5475个问题

“大棚房”全部完成清理整治、占全
省总量45%。

提前20天完成河湖“清四乱”百
日攻坚任务，在全省率先完成全部
违建别墅清理，彻底整改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线告捷，
全市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集团（团
伙）62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679人，破获各类案件929起。

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全市 5130 个基层党组织、10.7

万名党员集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持续巩固提升“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聚焦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践行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想干事、能干
事、会干事蔚然成风。

压实“两个责任”，创新“推磨
式”巡察，2019 年度全省市地主要
责任指标考评中继续排名综合类
城市第 1、政治生态考核位列优秀
等次。

大庆打出人才“引、育、选、用、
管、容”组合拳，仅 2020年就有 31名

“85后”正科级干部冲到“主战线”，
县区领导班子45周岁以下干部占比
由 2016 年的 16.9%提高到 25.7%。
一大批年轻化、专业化干部，正成为
大庆转型振兴接续力量。

大庆地企践行“红旗共举、使命
共担、资源共享、振兴共赢”方针，地
企关系这一大庆最大生产关系的显
著优势加速释放。

图片由大庆市委宣传部提供

2020年8月30日，大庆石化炼
油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项目中交。

大庆粮食实现“二十二连丰”。

1205钻井队5年累计交井335
口，进尺破45.3万米。

““油头化尾油头化尾””历史性突破历史性突破 生态质量达生态质量达2020年最优年最优

““十三五十三五””答卷写满高质量发展答卷写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张中武 记者刘楠 赵吉会）在湖
南长沙日前结束的第三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活动暨国家水稻良种重大科研联
合攻关推进会上，由肇源县庄稼人种业公司
送选参评的“吉源香1号”大米获得粳稻类金
奖，为肇源大米再添一项“国”字号奖项。

第三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
全国各水稻主产省和相关单位共推荐了 130
个品种参加初评，有 78个品种进入复评环
节，其中粳稻 37个、籼稻 41个。最终通过称
取、淘洗、蒸煮等环节的测评，评选出了15个
优质粳稻金奖品种、15个优质籼稻金奖品
种。

“‘吉源香 1号’是我们自主培育的优质
水稻品种，获得全国水稻食味品质鉴评大会
金奖，不仅能有效提升肇源大米在全国乃至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必将为肇源大米产业
链延伸打下良好基础！”庄稼人种业公司董事
长苏才说。

肇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崔国辉表示，下
一步，要进一步提升肇源大米在品质品种、栽
培技术、新品种研发与开发方面的水平，继续
与科研院所对接，通过自建基地，加强对水稻
新品种的研发和实验示范，继续加大龙头企
业扶持、品牌培育、品牌宣传和财政投入力
度，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肇源大米获全国
优质稻品种鉴评金奖

本报讯（潘爽 记者赵吉会）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级渔
业健康养殖示范县（第六批）名单，杜尔伯特县榜上有名，为
全省此次唯一入选县。

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杜尔伯特县，嫩江流经境内146.7
公里，乌裕尔河、双阳河呈无尾状散流境内，形成了大大小
小的湖泊 441个，水域总面积达 205万亩，现有可养殖水面
105万亩，是省内可养水面最大的一个县。在杜尔伯特县
的水域资源中，大水面占比达到90％以上，单体面积1万亩
以上的湖泊 30多个，是典型的碧水渔业，且具有得天独厚
的天然渔业水域资源优势。经过检测，各种理化指标均符
合国家颁发的渔业水质标准。

杜尔伯特

入选国家级渔业
健康养殖示范县

本报讯（幸福 记者刘楠）大庆炼化增产石蜡项目中新
建的60万吨/年酮苯脱蜡装置，成功试产70号粗石蜡。

“我们对试产的70号粗石蜡样品进行了检验，结果显
示，样品的熔点、蜡含油等质量指标均达到国标要求，新装
置首次试产70号粗石蜡获得成功。”大庆炼化质检人员对
记者说。

大庆炼化增产石蜡项目包括新建 60万吨/年酮苯脱
蜡、20万吨/年石蜡加氢和 15万吨/年石蜡成型三套主体
装置。项目投产后，不仅生产出优质石蜡产品，而且质量
合格率100%，综合能耗低于设计值，实现了质量和效益双
提升。

粗石蜡是指含油蜡经过发汗或溶剂脱油尚未经过最
后精制工序的石蜡。粗石蜡含油量较高，具有较好的热安
定性、韧性和收缩性，产品用途广泛适用于橡胶制品、蓬帆
布、火柴及其他工业原料。

随着 70号粗石蜡的试产成功，大庆炼化将开始批量
生产 70号粗石蜡，首批投产 650吨左右，将进一步提升企
业效益。

大庆炼化

成功试产70号粗石蜡

本报讯（朱丽杰 记者刘楠 赵吉会）大庆油田工程建
设公司收到来自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的中
标通知书，成功承揽开年大单——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工程（永清-上海）泰安-泰兴段线路工程第六标段。这
是该公司首次实现国家管网市场的突破，更是第三次承
揽中俄东线“国脉”工程施工标段。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是建立全面中俄能源合作
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性合作项目。该工程按照北、中、南
三段分期建设，全线工程长度5111公里，建成后，每年可
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380亿立方米。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公司管道公司此次中标的泰安-
泰兴段第六标段管线，起于连云港市灌南县，止于涟水
县，线路全长57.6公里。此前，该公司先后优质高效完成
了中俄东线北段试验段、第三标段和中段第四标段、定向
钻施工等工程。此次再次赢得建设国家油气能源战略通
道的参建资格，这也意味着公司将全程参与中俄东线北、
中、南三段建设。

油田工程建设公司

三揽“国脉”工程

本报讯（谢文艳 记者刘楠 赵吉会）2020年，大庆
石化累计生产乙烯 131.1万吨，同比提高 2.3万吨，创造
乙烯年产量历史新高。至此，大庆石化乙烯总产量已
达 1900万余吨，并连续六年实现乙烯产量突破百万吨
关口。

大庆石化 120 万吨/年乙烯改扩建工程于 2012 年
投产，宣告我国首个国产化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工业化
获得成功。“大乙烯”投产后，大庆石化大胆进行管理
创新和前沿技术应用，乙烯收率、双烯收率和乙烯能
耗等关键经济技术指标多年来稳居中国石油企业前
列。

2020 年，大庆石化充分发挥炼化一体化优势，科
学统筹，强化过程管控，提高装置运行管控水平，全力
以赴确保三套乙烯及配套装置 365天稳产高产，奋力
实现年产乙烯 128万吨、丙烯 60万吨奋斗目标。

为打赢稳产增效攻坚战，大庆石化将新建连续重
整开工时间由 4月份推迟至四季度。根据航煤需求及
效益情况，阶段性将煤油组分转产石脑油，化工轻油
产量同比增加 0.8万吨。

积极采取“减油增化”经营策略，多产高附加值产
品。化工一厂加强关键机组特护，强化辅助系统运行
维护，多台裂解炉先后刷新长周期运行纪录。去年 10
月 8日，大庆石化生产乙烯 100.06万吨，“百万吨”乙烯
生产周期由 284天缩短至 281天，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大庆石化厂区。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大庆石化

乙烯年产131.1万吨创新高

本报讯（韩清富 记者李民峰）记者从大
庆市公安交警支队获悉，3月1日起，《大庆市
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
大庆市首部停车立法。

目前，大庆市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到
76万辆，停车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民
生热点。大庆市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机
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工作进行规
范，为推动解决停车难问题、改善城市停车环
境和道路交通状况提供法治支撑。

以停车难问题为导向，创设了多条解决
路径。引导多元化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生态停车场、停车楼、地
下停车场、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集约化停车
设施；创设了小区内由业主依法共同决定增
设停车泊位，小区外由公安交警施划设置 24
小时或者时段性的免费路内停车泊位；鼓励
机关、企事业单位专用停车场在满足自身停
车需求的前提下，向公众开放等。

针对经营性停车场，明确了经营者的确
定原则、备案程序、法定职责和收费标准，设
定了 4种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类型，同时
规定了免费情形，强化了公共停车场的公益
属性。要求发展和改革部门加强对停车服务
市场的价格监测，定期开展停车服务成本监
审或者调查，公布行业社会平均成本。

对擅自在停车泊位和其他公共区域设置
地桩地锁、从事经营性展示车辆、摆摊设点、
长期停放“僵尸车”、占用消防通道停车等行
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顽
疾问题。

规范管理机动车停车势在必行。
韩清富摄

大庆首部停车立法
3月施行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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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本报记者 刘楠 赵吉会

“十三五”期间，大庆人经受重大困难考验、抢抓重大
战略机遇、扛起重大职责使命，脚下的路极不寻常。

过去5年，大庆人以“争当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排头兵”为己任，坚定不移弹好“四重奏”、勇闯“四条路”，
推进了一系列关乎长远的大事要事，攻克了一系列前所
未有的急事难事，办成了一系列夯基垒台百姓共享的实
事好事，很多经验成果在大庆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先导
性、标志性意义。

“十三五”期间油气当量产量保持4000万吨以上，为
国家“能源安全”继续书写“大庆贡献”。“三大油头”全部
中交投产，仅2020年就签约落地102个“化尾”项目、88
个开工建设，“油头化尾”挺起大庆“工业强市”脊梁。

回首5年，凝聚前行力量；新的一年，只争朝夕。320
万大庆人已背起行囊，书写新的更好的5年……

大庆市政府外景。

2020 年 9 月 4 日，第 20 万辆沃尔沃汽
车在大庆工厂整车下线，大庆沃尔沃已远
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闻集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