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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集团公司国内勘探开发业务 

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刘文涛[1]

[ 摘  要 ]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要求，面对储量品质劣质化和持续低油价等问题与挑战，国

内勘探开发业务需着力把握好四个关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实现高效率勘探、高效能开发、高效益发展、高效果共享，继续保持国内勘探开发的主导

地位，为保障能源安全，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能源公司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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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的明确

定位、对高质量发展的新部署、对构建能源体系的

新要求，赋予了我们国有石油企业新的重要使命。

特别是当前，集团公司正处于从注重规模发展向更

加注重质量效益发展的转型时期，如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正确面对机遇与挑战，大力推

进国内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对于建设世界一

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

面结合党校理论学习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谈几点认

识和思考。

一、集团公司国内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

发展的新要求

（一）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企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集团公司作为共和

国的“种子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干力

量，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更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走在央企前列，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建设世

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鲜明特征，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多做贡献。

国内勘探开发业务作为集团公司生存之本、发展之

基、效益之源，是集团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对破解公司面临的矛盾和挑战，都将起到积极示范

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必须牢牢把握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主要表现在：

1. 油价长周期低位运行。当前决定油价的基本

面仍是供需关系。从近期供需关系和美国主观意愿

看，低油价形势将持续存在，对公司国内勘探开发

业务发展和集团公司整体效益带来严峻挑战。

2. 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反复

性。中美经贸摩擦是当前我国发展外部环境中最大

不确定因素，两国加税清单几乎涵盖了油气生产全

产业链，增加了集团公司业务发展特别是拓展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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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引进海外资源的风险。

3. 市场革命、数字革命、绿色革命等带来的挑

战加大。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深度

调整，石油石化产业变革接踵而来、发展加速演进。

我国国企改革和油气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鼓励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准入，

油气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要主动顺应时代潮流，

善抓历史机遇，确保在产业变革、高质量发展中把

握主动、赢得未来。

（三）必须认清企业发展定位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近年来快速攀升，

2018 年分别达到 69.8%、45.3%，预计 2030 年分

别超过 70%、50%，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能

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017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大力提升勘探开

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集团公司是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内最大的油气生产供应企业，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油气市场稳定供应是中国石油

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需要。截至 2018 年底，集团公司累计动用石

油地质储量 195.2 亿吨，累计动用天然气地质储量

6.23 万亿方，已动用剩余石油和天然气储采比分别

为 13.5 和 22.5，未来将年均新增石油地质储量 6

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 3000 亿方以上。2018 年原

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占全国 53.4% 和 68.4%，具有

较强的资源潜力、科技实力、精神动力、人才优势。

在国家需要油气的时候，集团公司有责任、有能力

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不忘“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初心，牢记推进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使命，深挖油

气资源潜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激发内在发展动

力，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加快

发展，奉献能源，为国分忧，做党和国家最可信赖

的“六种力量”。

（四）必须直面矛盾问题穴位

当前勘探开发业务最大的矛盾是“大而不

强”“增长乏力”，主要表现在：

1. 勘探开发业务效益持续下降，业务优势受到

挑战。国内上游业务资产规模较大，由于油价大幅

下跌，国内勘探开发业务投资资本回报率从 2011

年的 25%，利润占集团比例 95% 以上，下降到

2016 年的 -5.1%，为历史低点；2018 年投资资本

回报率为 6% 左右，利润占比 56%，约为油价相当

的 2010 年前后利润的一半，未来实现更高产量目

标，若没有革命性措施和有效技术应用，油气完全

成本可能持续上升，效益将持续下滑。

2. 油气稳产难度大。目前大多数原油已开发油

田处于高含水、高采出程度阶段，剩余油高度分散，

调整余地小，有效挖潜难度大，老区递减呈加快趋

势；天然气多数已开发气田进入递减，稳产气田已

到稳产末期，苏里格等低渗透、特低渗透新气田首

年递减达到 20% ～ 30% 以上，稳产难度持续加大。

3. 新建产能投入高，效益开发难度大。近年

来，虽然风险勘探取得了一系列较大成果，但资源

状况差的矛盾没有根本改变，目前和未来几年可供

建产的储量仍以致密油气、页岩油气等特低渗透、

低丰度和深层等低品位、高难度储量为主，占比

超过 80% 以上，新井单井日产低，递减快，效益 

偏低。

4. 外部制约因素逐步增多。土地价格上涨，环

保标准、矿权保护成本提高，特别是各类敏感区的

油气资源、设施、产量规模较大，持续退出造成资

产、效益损失，产量规模减少。

5. 关联交易占主体。市场竞争不充分，激励政

策不到位，部分工程技术队伍提速提效动力不足，

成本下降难度大。

6. 创新能力不强、服务保障能力不足。非常规

油气藏开发管理技术经济政策调整滞后，与其生产

规律和特征不适应；应对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配

套技术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整体技术水平、生产组

织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旋转导向

等高端技术装备主要依赖进口，原始创新不足，关

键技术受制于人。随着勘探开发力度加大，钻机、

压裂车组、连续油管设备等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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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显现。

要全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采取改革

的办法、市场化的手段、超常规的举措，努力解决

这些矛盾和问题。

二、集团公司国内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

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

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通俗地说，高质量发展就

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发展。结合集团

公司在国有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勘探开发行业

特点，国内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就是立足于

努力提供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供给，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实现高效率勘探、高效能开发、高效益发展、

高效果共享，继续保持在国内主导地位，在公司业

务板块中勇立潮头、走在前列，为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建设现代化能源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一）高效率勘探

这是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坚持资源战略是公司发展的首要战略，以发现大中

型油气田为目标，立足大盆地、富油气凹陷，实施

集中勘探，加强风险勘探，加快勘探节奏，提高探

井成功率，努力获取规模经济可采储量，实现石油

储量接替率大于 1、天然气储量接替率大于 2 的资

源良性循环，降低油气发现成本，更加坚实发展 

基础。

（二）高效能开发

这是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要切实转变开发方式，实施老油田稳产工程，以新

理念、新技术、较低成本，推进新区效益建产，实

现原油产量稳中有升；坚持立足常规，加大天然气

产能建设力度，加快页岩气、致密气发展，实现天

然气产量快速上产，把天然气产业打造成战略性、

成长性、价值性工程，努力保持油气当量持续增长，

提高油气自给能力。

（三）高效益发展

这是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价

值追求。科学把握发展规律，加强全过程精益管理，

优化开发方案，坚持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

动”，深入推进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工程，严格效益标

准，强化源头控制，练就应对低油价的真功夫，力

争守住结算油价 50 美元 / 桶条件下原油不亏损和自

由现金流为正的底线，着力提高投资资本回报率，

保持勘探开发整体效益稳定。

（四）高效果共享

这是勘探开发业务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关键。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按照“一体化统筹、专

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要求，打造勘探开发业

务和工程技术服务业务责任共担、合作共赢的命运

共同体，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

积极推进美丽和谐矿区建设，构建融洽和谐友好的

企地关系，树立负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

三、着力把握好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一）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着力解放思想

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要在

继承和发扬勘探开发好的传统、好的做法基础上，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努力使各项工作更好地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坚持机制创

新，利用集团公司集约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整体

优势，优化资源调配和高效利用，激发发展动力活

力；要坚持认识创新，敢于突破认识桎梏和条条框

框，勘探上加大风险勘探和甩开预探，建立以增加

经济可采储量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要坚持管理创新，

开发上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管理模式、方式和手段

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低油价下效益开发的新模式新

体系；要坚持技术创新，着力发展经济、管用、特

色工艺技术，有效破解发展难题，释放增储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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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实现可持续 

发展

无论是谋划思路、制定政策，还是推动工作，

都注重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力求通过当期的

高质量发展，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要在远近衔接

上下功夫，把长远目标落实到当前具体事情上，赋

予当前工作以长远的意义，找准发力点。处理好勘

探开发业务加大工作力度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既不能等待观望、停滞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盲

目冒进。要进一步增强加大工作力度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坚决打好打赢勘探开发进攻战，实现油气当

量产量持续增长。同时，要立足长远，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尊重油气勘探开发

规律，力戒“大跃进”“过山车”，稳扎稳打、稳中

求进，确保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遵循企业发展

规律

正确处理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坚持低

成本发展，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

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在保持一定发

展速度的同时，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决摒

弃无效投入和粗放式增长，提高投资有效性。科学

合理制定发展指标体系，严格效益标准，坚持先算

后干，完善市场决定机制，引导专业板块和地区公

司优化投资结构，寻求最佳的投资和资源组合。坚

持“投资控制关键在于前期、方案优化是最大的节

约”，加强投入产出分析，持续优化项目方案，深化

工程造价管控和对标管理，强化新建产能达标管理，

确保对效益的正向拉动。加强量化考核评价和责任

追究，完善压力传导机制，确保责任主体履责有据、

担责有力，倒逼责任归位和责任落实。

（四）处理好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发挥一体化 

优势

工程技术服务是集团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

体，是综合一体化优势的体现，但同时内部关联交

易占主导，也是工程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需

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关系。要

密切油气业务和服务业务间的协同配合和战略合作，

积极探索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方式和服

务模式，实现协同有效发展，确保集团公司整体利

益最大化。油田企业要发挥业务牵头作用，强化生

产组织和管理，完善协同攻关和共享激励政策，充

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工程技术服务企业要牢固树

立“为甲方创造价值，自己才有价值”的理念，统

筹配置施工作业队伍，优化现场组织和管理，着力

提高工程、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效降低成本费用；

坚持“核心是服务、关键是技术”的思想，注重创

新引领，着力解决利器不利、技术不适应问题。同

时，要引进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油田企

业选择服务队伍的自主权，推动管理和技术进步。

四、推动集团公司国内勘探开发业务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用好战略规划“指

挥棒”

1. 战略是发展的先导，要管全局、管方向、管

长远。围绕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结合新时期

发展要求，集团公司编制完成了《国内勘探与生

产业务加快发展规划方案》并得到国家能源局批

准，要坚定不移推进规划落实落地。在目标上，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大力提

升勘探开发力度要求，坚决完成加快方案 2020 年

和 2025 年油气产量目标。在夯实老油气田稳产基

础上，重点投资长庆、塔里木、新疆、四川等西部

大盆地、实现油气增储增产增效，确保完成战略 

目标。

2. 在执行上，以战略来导向规划，以规划来

约束年度计划和项目，把握好投资投向，优化投资

结构；突出“四大任务”，推进“四个转变”，抓实

“三个保障”，坚持效益优先原则，发挥效益标准在

引导投资取向的调节作用，切实将党组确定的战略

意图和规划目标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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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油气勘探主攻方向，夯实资源基础

“压舱石”

立足重点区域，选准主攻方向，加大勘探工作

力度。

1. 抓实风险勘探。面对新盆地、新区带、新层

系和新类型，要坚持解放思想无止境，敢于突破实

践。瞄准古老碳酸盐岩、深层、新区、页岩油气等

四大重大接替领域方向，加快地震超前部署，加快

目标准备和落实，确保每年一定量风险井位上钻，

力争取得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发现和大突破，开

辟新的接替领域。

2. 强化集中勘探。用好勘探增量投资，抓好鄂

尔多斯姬塬及苏里格、塔里木库车和塔北、准噶尔

玛湖和南缘、四川川中—川西北、柴达木柴西等重

点项目实施，努力获取规模经济可采储量。深化东

部高勘探程度老区的精细勘探，坚持滚动评价和勘

探开发一体化，积极寻找优质可动用储量。

3. 着力提高勘探效率。要坚持地震先行，加快

地震采集、处理、解释节奏，获取并充分利用高品

质地震资料，加快目标落实和井位论证部署，对于

已有初步成果的勘探领域，加快评价部署深化盆地

整体研究和综合评价，加强油气富集区的精细勘探、

立体勘探和多种伴生资源综合勘探，提高勘探成功

率和整体效率。

（三）加大重点油气田稳产上产力度，牵住提高

单井产量“牛鼻子”

1. 强化老油田稳产。老油田稳产是总体产量稳

定的基础，也是油气开发的难点。要突出综合调整

“控制递减率”和转换方式“提高采收率”两项重点

工程，进一步深化精细油藏描述，推进油田注水专

项治理，加大注水井更新和大修力度，完善注水井

网，开展停产井专项治理恢复，采取新油层重新射

孔、重复压裂、侧钻等措施，增油增效，提高开井

率，降低递减率，充分发挥已有资产效率。

2. 加强新油田效益建产。强化技术创新、生产

组织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多专业系统优化，

提高前期工作研究水平，从源头优化方案，采用先

进适用技术，提高施工和建产等生产组织效率，减

少事故发生，提高储层钻遇率，降低钻井和地面工

程投资，提高单井产量和最终采收率。

3. 加快天然气上产。首先确保效益好的西南、

塔里木常规气产能建设投入和施工力量配备，突出

苏里格等重点气田，优化方案部署，加快前期评价

和产能建设，持续完善大井组立体开发产建和生产

管理模式，推广地面建设一体化集成技术，在快速

上产中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加快西南页岩气的开

发，完善配套技术，缩短钻井周期，提高压裂效率，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四）提升工程技术服务保障能力，做好共享发

展“大文章”

突出一体化优势，充分调动甲乙方等各方面积

极性，在高质量保障集团公司增储上产中共享发展

成果。

1. 深化协作共赢。探索成立联合项目部，共同

研究组织生产运行，通过均衡安排工作量、管理优

化、工程提速满足资源需求。优先保障重点区域上

产，共创连续生产条件，推广提产工艺措施，确保

完成产量目标。建立和落实预付款制度，减少乙方

垫付资金，降低财务成本。

2. 一体化协调组织。突出中油服整体优势，大

力推进共享机制建设，完善统一采购、集中供应、

按需使用的模式，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多措并举解

决施工力量不足的问题。甲乙方联合成立专家组驻

井指导，扎实开展事故复杂治理，着力降低深井井

漏、水平段卡钻、压裂套变和损失时间。完善激励

约束政策，大力推广提速经验，组建专业化服务队

伍，为工厂化连续作业创造组织条件。

（五）聚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造低成本发展

“新优势”

1. 降低勘探发现成本。加强地质综合研究，通

过加强地震资料处理解释、深井复杂井钻探、储层

压裂改造技术攻关和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提高探井

成功率，增加可动用经济可采储量。

2. 降低开发成本。开发建设强化全过程优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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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通过加强开发方案和工程设计优化，降低投资，

选取适用高效技术，提高单井产量，力争对整体开

发成本有向下拉动。

3. 开展系统整体优化。提高地面系统符合率，

优化采油井系统参数，发展智能抽油技术，推广先

进节能技术，减少油气自用消耗，严控生产运行成

本。

4. 推进数字化油田建设。减少现场用工人数，

降低人工成本。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通过“梦想

云”系统，以统一规范井号信息为纽带，改变目前

各专业信息不连通，不共享的“信息孤岛”问题，

完善产能建设从井位部署到开发生产的油气井基础

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及时跟踪分析生产

经营动态，建立统一的经济评价模型，对效益好的

区块，总结管理和技术应用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对

负效区块及时预警，为及时采取挖潜治理措施或调

整部署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六）着眼内涵式发展，激发技术和管理创新

“动力源”

1. 不断强化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要聚

焦国内东部减缓递减、西部加快上产等关键问题，

重点打造增产技术“利剑”，特别要加强以地震采集

处理解释、深井复杂井高效安全钻完井、大规模体

积改造、大井丛平台式建产为主的技术攻关，促进

提质、提速、提产、提效。围绕“控制递减率”“提

高采收率”两个工程建设，推进智能分层注水、气

驱、化学驱等采油技术攻关和试验推广，尽快攻克

一批具有战略性、革命性意义的关键技术。

2. 持续深化管理创新，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完

善风险投资管理和重大发现奖励制度，激励大发现。

推进矿权在油田之间内部流转工作落实到位，制定

工作推进计划，完善产量计算、投入、考核办法，

确保每个工作节点按时完成。改革新建油气产能考

核办法，以计划油气井数和前三年实现单井产量作

为考核指标，推进新建产能投资效益达标。完善激

励约束机制，特别是在页岩气、玛湖等致密油重点

投资和上产区块，对标外部公司管理井作为学习目

标，确定 3 年追赶计划，有奖有罚，达到目标予以

奖励，考核加分，没有达到的，降低关联交易价差，

考核减分，从而带动整体提速提效。

3. 深化工程技术服务和价格市场化改革。发

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

进“1+N”市场化服务模式，特别是对于东部油田，

建议由目前几乎全部关联交易，逐步实现以内部队

伍为主，外部队伍为辅，市场化工作量比例达到

15%。探索以市场化价格为基础，逐步缩小关联交

易价格和市场化价格的差异，最高不超过市场化价

格的 15%，新建产能建设负效区块项目以效益达标

为前提，以市场化价格为标杆下降。同时也建议探

索研究核定工程技术企业历史包袱，由总部定量反

哺，扩大市场开放，完全执行市场价格，通过市场

和供求确定价格，优质优价。

4. 深化油气田扩大经营自主权改革。大力推进

油公司制改革和三项制度改革，着力在业务整合、

机构优化等方面下功夫，对没有发展前景、扭亏无

望、缺乏竞争力的非主营业务下决心关停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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