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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拥有 60年历史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来

说，4月 16日是个大日子。

“百年胜利展望”科技创新论坛的召开，

吸引了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院士“大咖”，中

国科学院贾承造院士、金之钧院士，中国工程

院曹耀峰院士、李阳院士、李根生院士、郭旭

升院士、顾心怿院士……现身会场的众多院

士身上有个共同的标签：石油人。他们与胜

利油田颇有渊源，或者是从这里走出去，或者

在这里奋斗过。

站在胜利油田发现 60 年的节点上回望，

其产油、育人、创新三重角色尤其鲜明——60

年来，这里累计产油近 12.5亿吨，占全国同期

陆上原油产量的五分之一；60年来，这里培养

了 12 名两院院士、3.4 万名科研人员、28 位全

国劳动模范；60 年来，这里斩获了近 8000 项

科技成果、120 余项国家级奖励，科技贡献率

达到 65%以上。

“何以引领未来？还得靠科技。”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胜利石油管理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

代表孔凡群向科技日报记者强调，我们必须

坚持价值引领、创新驱动，持续打造核心关键

技术体系，推动老油田焕发“第二春”。

“碎盘子”里还能不能
再找到油？

胜利油田拥有东西部两大探区。

东部是以济阳坳陷及胜利滩浅海为主，

涵盖了世界上 2/3 的油藏类型，被称为“一个

摔碎了的盘子，又被踢了一脚”；西部以准噶

尔盆地中石化探区为主，是历经了多轮次勘

探未果被弃置的边角洼地区。

从“摔碎的盘子”到“边角洼地区”，找油

谈何容易？

潜山，是指被新地层覆盖埋藏在地下的

潜伏山，是胜利油田重要的油气勘探领域。

地质专家们常用“夜长梦多”来形容它，一方

面表示潜山“埋藏深”“年代久远”，另一方面

说明潜山走过了“多梦的季节”，经过多期强

烈构造运动，复杂多变，难以捉摸。

1978 年，胜利油田发现了渤海湾盆地第

一个褶皱型潜山油藏，并发现桩西油田。但

由于地质构造复杂，理论和技术上无法突破，

潜山油气藏勘探 10年未有大进展。

（下转第三版）

科技引领 胜利油田走向新的胜利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朱向前 史忠华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21 日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4月 22日在北京以视频方

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近平将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记者采访胜利油田前后跨越 10 多年，对

其 60 年发展史了解得越多，就对一句话体

会越深：掌握创新的核心技术是胜利油田的

“不老秘诀”。

“一个摔碎了的盘子，又被踢了一脚。”胜

利油田油藏复杂，开采难度极大为业内公

认。正因为难，挑战禁区便成为常态。

不会忘记，1961年 4月 16日，“华八井”射

开 8 个油层，用 9 毫米油嘴试油获日产原油

8.1 吨。这犹如一声春雷，一举粉碎了“中国

华北无油论”。而在此之前，地质家们在山

东、山西、河南、河北找油均告失败。

近 60年后，“丰深斜 11井”在地下 4300多

米深处的砂砾岩体中获得日产油 101.2 立方

米 、日 产 气 42854 立 方 米 的 高 产 工 业 油 气

流。人们说，这将成为第二个“胜利油田”。

从“华八井”到“丰深斜 11 井”，深度从地

下 1000 多米到 4000 多米，从发现胜利油田到

发现第二个“胜利油田”，科技创新才是老油

田的“不老术”。正因为此，一股股国家急需

的工业石油从地下涌出，数千项科技成果相

继诞生，一个个专家成长为院士。

一线现场出题，科研人员答题，工程人员

落地；产石油，育人才，出技术，三者相辅相

成，它们支撑着胜利油田青春了 60年。

在此过程中，在“勘探无禁区，开发无止

境”理念下，他们用一项项自主核心技术成为

化学驱油技术领跑者，用压驱技术改写了世

界石油的“金科玉律”，并在气驱技术上不断

探索出新高度。

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让胜利油

田辉煌了 60 年，并将带领他们走进下一个

60 年。

百年胜利，永续胜利。

创新是老油田的“不老术”

4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广东先导

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映入眼帘的是“国家

稀散金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等牌匾。航空航天、激光制导等领

域必不可少的稀散材料许多都出自这里，公

司产品从清远高新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该公司的成长见证着清远高新区的崛

起。从 1992 年全国第一个扶贫开发试验区，

到 2015 年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清远高新区一

直在努力奔跑，而且跑出了“加速度”。根据

2020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清远高新区

综合排名第 96 名，实现升级国家高新区以来

排名连续 5年稳步攀升，是粤东西北唯一一家

排名进入前 100名的国家高新区。

老与新
老朋友更好 新朋友更多
今年 2月，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扛回了

“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的荣

誉。这个称号含金量不低，广东省仅有 5家企

业入选。

殊荣源于实力。2003年公司落户清远高

新区，近年来营业收入、税收、利润保持 30%

年增长率，发展态势强劲。

一边是老朋友扎根于此，越来越好，不断

实现突破；另一方面，新朋友不断慕名而来，

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圆康再生医学研究院院长邱

建华一直带领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忙碌，她

亲自主导的幽门螺旋杆菌靶向药物的研发，

目前已到了研发的关键时期。2017 年，邱建

华从美国留学回国，年底企业进驻清远高新

区天安智谷园区。

“来到这里觉得环境比较适合，通过这几

年的规划，我们把整个产业链都放在了清

远。”邱建华说。

为了让新老朋友都能在这里“和鸣”，清

远高新区持续加大力度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工作，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定位，瞄准具备

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积极开展高企精准

招商。在 2020 年度考核评价当中，实现当年

新增高企 32 家，园区内高企营收合计占比达

71%，排名全国高新区第 26 位，位列新升级国

家高新区第一方阵。

内与外
对内练内功 对外伸橄榄枝
“实事求是地讲，清远的创新要素不足是

现实问题，但是，创新要素不足不等于不可以

做创新工作。”对此，清远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周岐贤有着清醒的认识。

清远高新区立足自身优势，不断练好内

功。同时，主动对外伸出橄榄枝，以校地合作

为抓手，把创新要素集聚了起来。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李卫红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广东师大维智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是华南师范

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第二批项目团队

创办，由该校的专家、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人

才组成。 （下转第二版）

清远高新区：创新练就“肌肉”项目排队进场

新华社北京4月 21日电 在“十四五”规

划开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之际，中

宣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

程”），是党中央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而

兴建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上世纪 60 年

代，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响应国

家号召，心系香港同胞，不惧艰难困苦，克服

重重挑战，一锹一筐、肩挑背扛，开山劈岭、修

堤筑坝，以“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的壮志

豪情，短短一年时间，建成了全长 83公里的宏

大供水工程，极大缓解了香港的用水困难。

50 余年来，共有 3 万多名工程勘探、设计、施

工人员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

设运行。他们接力传承，精心守护，先后四次

对供水线路进行扩建、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

三十多倍、水质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惠及了沿

线各地，满足了香港约 80%的淡水需求，成为

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线，助力了香港经济腾

飞，保障了香港民生福祉，支撑了香港的繁荣

稳定。

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的先进事迹经

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后，引起热烈反响。广大

干部群众认为，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是

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他们

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忠于祖国、心系同胞

的家国情怀，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

当，艰苦奋斗、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大家表

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香港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丰富“一国两制”伟大实践，在更高起点上推

进改革开放，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

香港各界对东深供水工程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这一工程体现着党和国家对香港

的关心爱护和全力支持，凝结着香港与祖

国甘苦与共、命运相依的血脉亲情，彰显着

粤港两地人民心手相牵、守望相助的同胞

情谊。宣传建设者们的先进事迹，对于教

育香港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饮水思源、

爱国爱港，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于增强香

港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

自豪感，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

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

体“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们

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东

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代表颁发了“时代楷

模”奖牌和证书。水利部、国务院港澳办、广

东省委负责同志，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代表、

青少年学生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中宣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4月 20日至22日，2021中国国
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在京举行。本届
博览会以“发展清洁能源，助力实现
碳中和”为主题，设有智慧能源、风
能、太阳能、储能、氢能及燃料电池
等板块，集中展示新能源领域的最
新技术和产品。

图为参展商展示新能源开发和
利用技术。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发展清洁能源

助力实现碳中和

近日，科技部组织召开“碳中和科技创

新路径选择”香山科学会议，国内能源、工

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碳减排和生态碳汇方

面的近百位院士和高层专家参会，就碳达

峰碳中和科技创新路径进行研讨。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燕华参事等

4人共同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是复杂的

系统工程，须谋划最优的战略路径。降碳

与发展并行不悖，要促进新型发展，积极而

稳妥地把握好实现双目标的节奏。”杜祥琬

说，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是基于我国国情

和科学论证的目标，不仅有路径、可操作，

而且将带动一系列技术进步，深刻推动经

济和社会进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这场全

球参与的世纪大考中，中国不能落伍。”

杜祥琬直言，现有观点认为，离碳达峰

还有 10 年，我们碳排放还可以冲个高峰。

现实的情况是，碳达峰不是冲高峰，而是走

向碳中和的基础步骤，这两个目标本质就

是低碳转型。

这意味着，我国将由化石能源为主转

向非化石能源为主。杜祥琬指出，要重新

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在化石能源“富

煤、缺油、少气”的同时，一定要把丰富的非

化石能源资源作为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

要组成部分。

“实现公平、公正的能源转型，能源安

全保障与低碳转型并行不悖。”杜祥琬强

调，我国能源结构偏煤问题突出，转型有

困难的一面，但也恰恰可以在低碳转型中

从能效方面获益更多，技术进步加上能源

结构转型，能源强度预计到 2050 年会下

降 40%。

参会专家研讨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要充分发挥好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

作用。具体而言，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要突

破储能、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支撑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发展原料、燃

料替代和工艺革新技术，推动钢铁、水泥、

化工、冶金等高碳产业生产流程零碳再造；

发展碳汇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负排放技

术，着眼长远应发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减排技术；加强产业技术集成耦合创新以

及注重颠覆性技术创新，碳中和技术路线

发展应考虑资源约束问题……

“科技创新是支撑我国达成碳中和目

标的基础和关键。”此次会议执行主席、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刘中民院士

介绍，我国前期在各领域部署了一批重大

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推动了一批绿

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力促进了我

国经济社会的低碳化发展。

不过，要实现碳中和远景目标，现有技

术体系仍有很大困难。直面碳中和目标，

不仅需要突破各领域众多关键技术，更需

要破除各能源种类及各能源相关行业之间

的壁垒。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核心技术突破的

路线图。建议国家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全

局性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

一盘棋下绘制能源发展路线。”刘中民提

出，要跨领域联合攻关，推进多能融合技术

体系突破；同时，选取典型区域、针对典型

问题推进跨领域集成示范，以点带面形成

低碳发展新格局；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促进

科技、金融及资本结合，促进成果转化。

在杜祥琬看来，“能源减碳”要与“蓝天

保卫战”协同推进，电力行业、交通行业和

工业减排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和碳汇等，是

实现碳减排双目标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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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岑盼 记者王春）作为5G

产业链中最重要的技术环节之一，5G 芯片

的研发和制造一直备受全球关注。在 4月

20日举行的 2021创见未来大会上，紫光展

锐发布了 5G业务新品牌——唐古拉系列，

旗下一系列 4G、5G 芯片也被重新打造，其

中搭载全球首款 6纳米 EUV（极紫外光刻）

工艺5G芯片的处理器，将于7月份上市。

据悉，紫光展锐 2019年发布了首款 5G

基带芯片 V510，2020年又先后推出了两款

5G智能手机芯片 T7510和 T7520。截至目

前，已有超过50款搭载展锐5G芯片的终端

品牌上市，在ToB（面向企业）领域的行业应

用案例超过百个，为物流、电力、采矿、交通、

制造等行业的智慧化转型赋能。

紫光展锐执行副总裁、消费电子事业

部总经理周晨说，新品牌体系下，已规模量

产的 T7510 型号更名为 T740，T7520 型号

更名为 T770。其中 T770 是全球首款 6 纳

米 5G 芯片，已在今年年初成功回片，在不

到 150 个 小 时 内 ，通 过 关 键 测 试 。 搭 载

T770的 5G终端预计 7月份量产上市。

紫光展锐 T770 于去年 2 月发布，拥有

多层极紫外光刻技术加持，工艺光源波长

缩短到 13.5纳米，接近 X射线的精度，从而

带来了极高的光刻分辨率，成本、性能、功

耗更加平衡，相比初代 7 纳米晶体管密度

提高 18%，芯片功耗则可降低 8%。

紫光展锐 T770号称是“全球首款全场

景覆盖增强 5G 基带”，支持多项先进标准

和技术。与此同时，它还有新一代的低功

耗设计架构、基于 AI 的智能调节技术，相

比外挂 5G方案能效全面胜出，部分数据业

务场景下功耗降低多达 35％。

国产6纳米EUV工艺5G处理器7月上市

4 月 21 日，第二届世界内燃
机大会在山东济南开幕，大会以

“绿色、高效、智能、可靠”为主题，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探讨内
燃机行业未来发展。

图为与会嘉宾在大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