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5期 3

热点论坛

[1] 杜吉洲，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副总经理。

[2] 李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助推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的思考
杜吉洲[1] 李 群[2]

[ 摘  要 ]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之一，世界科技强国建

设一定要有一流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回顾中国石油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历程与成效，分析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充分学习借鉴国际公司交流合作的典型做法，有助于思考新时期如何有效

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助力中国石油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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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世界石油工业 160 多年的发展历程，每一

次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全球油气储量、产量的跨

越式增长。而每一次重大油气理论与应用技术突破

的背后，都离不开行业内，甚至是跨行业的科技交

流与合作。

一、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助力世界一流示

范企业建设的意义重大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对推动我国石油工业的快速

发展功不可没。改革开放 40 多年，通过大力推进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国快速缩短了与世界科技发

达国家的差距，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化水

平和世界影响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

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也发展不

起来。”中国石油工业由内向外，先“海洋”再“陆

地”，先“引进来”再“走出去”。20 世纪 50 年代

到 70 年代，向国外学习，引进装备技术；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对外技术交流

合作全面展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走出去”战

略加快实施，中国石油开启了海外油气勘探开发的

步伐，留下了坚实的海外创业足迹。

面对当今科技资源跨国流动、创新要素全球配

置的大趋势，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早已成为各油气公

司增强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

要方式和途径。加快推进中国石油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是中国石油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支撑服务国际化和创新战略，提高中国石

油创新实力和品牌价值的重要举措之一。以全球视

野、战略思维，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种创新资源，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

国际化布局，在开放合作中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加强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深度参与国际

学术组织和科学计划，积极推动全球油气前沿科学

技术交流合作，加快海外研发中心布局与建设，建

立开放共享的全球化研发机构体系，以交流合作带

动中国石油优势技术、产品、标准、专利等“走出

去”，助力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

近年来，中国石油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

际能源公司的战略目标，突出制约主营业务高质量

发展面临的理论、技术、装备、工艺、软件等重大

科学问题，着力建立和完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机制，

针对科技项目中的关键技术难点，优选国际优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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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构，有导向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科技交

流合作，使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应用基础研究、技

术创新、国际化科技人才培养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已成为中国石

油科技工作国际化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

二、近年来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发展迅

猛，成效显著

伴随着中国石油的快速成长和国际化经营与战

略的实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制度、到管理、再到组织实施，逐步系统化、规

范化。自“十一五”以来，已连续编制并组织实施

了 3 个五年专项发展规划，有力支撑服务了中国石

油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成效显著。

（一）以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为纽带，研发项目为

载体，推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能力提升，效

果显著

近年来，中国石油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发投入

不断加大，组织开展各类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项目 50

余项，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方面取得多项突

破，有效支撑主营业务发展对关键技术的需求。通

过与壳牌公司共建非常规油气联合研究实验室，共

同开展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和页岩油地质认识与实验

评价等方面的联合研究，有效推动鄂尔多斯盆地页

岩油勘探开发技术进步；通过与美国公司的专家团

队合作，在随钻成像测井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位侧向电阻率成像

随钻测井仪器，大幅提升了在随钻测井服务市场的

竞争力；通过与奥地利和德国公司开展设计与研发

合作，成功实现了高速大功率 12V/175 型高性能柴

油机的设计与制造，对提升自主石油钻探动力装备

的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

（二）积极构建与国际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

司、技术服务公司和先进制造公司间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中国石油先后与壳牌（Shell）等国际石油公

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等国

家油气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等服务公

司、美国通用集团（GE）等先进制造公司建立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围绕共同感兴趣的前沿领域，页岩

油原位改质技术（ICP）、煤层气勘探开发、含油污

泥高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抗铁催化剂等方面，合

作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效，有力支撑了双方公司相关

业务的发展。同时，不断拓展由研发到产品、技术

服务或商业领域的合作潜力。

（三）加入油气行业知名工业联盟合作研究与学

术组织，跟踪学科领域的前沿进展，推动前沿应用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加入 STIM-LAB 支撑剂工业联盟合作研究组

织，及时跟踪国际支撑剂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趋

势，掌握了支撑剂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验数据，指

导了超低密度支撑剂系列产品的研制与生产，为页

岩气藏开发和水平井段大型压裂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主动参与国际能源论坛（IEF）等的交流

合作，承办国际影响力强的行业会议，积极融入国

际创新行列

通过长期参与国际能源论坛（IEF）、国际天然

气联盟（IGU）等的相关活动与工作组的工作，推

荐专家在相关组织中任职，2016 年中国石油孙贤

胜博士成功竞任第 4 届 IEF 秘书长，极大提升了中

国石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参加、承办国际石

油行业会议暨展览，如国际海洋技术会议（OTC）、

国际石油技术会议（IPTC）、美国燃料与化学品生

产商大会（AFPM）等，中国石油近 50 名专家在大

会委员会中任职、发表专题演讲等，彰显了中国石

油的技术实力和品牌价值。

（五）以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项目为纽带，锻炼培

养了国际化科技人才队伍

近五年来，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技术交流、派员

赴海外开展专题科技交流等千余人次，锻炼培养了

一大批外语好、专业技术强的国际化科技人才队伍，

科技工作国际化的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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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外研发机构与技术支持中心建设初见成

效，支撑了科技创新、创效

中国石油休斯顿技术研究中心自 2012 年建设

运营以来，借助北美地域、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

已在压裂完井、入井流体、钻头设计制造等方面取

得重要研究成果，部分产品投入西部深层现场应用

见到了实效。

（七）国家科技部认定的油气勘探开发示范型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进一步助推交流合作与创新

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基地的作用，与多个国外

石油公司、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学术组织建立了

广泛联系，联合开展科技研发合作。其中，大型天

然气藏勘探开发合作成果，在解决中亚油气田生产

与关键技术难题方面见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八）交流合作与开放创新，支撑服务了中国石

油相关业务的发展

合作开展的《天然气质量和计量关键技术研

究》，主导制定了我国天然气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天

然气硫化合物的测定（ISO 16960）”，在国家油气

战略通道建设运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面临的形势与 
挑战

（一）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为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提出了新要求

2019 年 2 月底，国务院国资委明确 10 家中央

企业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将在未来 3 年左右

的时间有针对性地铺开多领域综合性改革举措，重

点探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

途径。首先，世界一流企业应当是在国际资源配置

中占主导地位、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在全球产

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其次是

在效率指标、效益指标、产品服务品质等方面的领

先企业，第三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

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形象方面的典范企业。中国石油

集团公司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新时期，

科技交流合作亟待创新模式、方法等，逐步创立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专题国际会议暨展览、化学驱提高

石油采收率工业联盟合作研究组织（Consortium）、

开放式国际联合研究实验室、专项国际科技研发风

险投资基金、合资研究公司等，大幅提升科技创新

的行业影响力，适应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目标实

现的新要求与新挑战。

（二）能源转型、气候变化、数字化、人工智能

等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随着电气化的增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天

然气市场的全球化以及石油产量的动荡，全球能源

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能源的未来尚未定型。但全球

能源供应多元化、清洁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以低碳

为标志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然兴起，新能源得以快

速发展，正在推动全球步入一个以绿色能源为主的

“后碳”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能源公司将发展新

能源作为能源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油气企业

气候倡议（OGCI）交流合作新模式，正在积极践

行“巴黎协议”，应对气候变化。随着工业 4.0 的蓬

勃发展，油气行业正在步入一个充满新机遇的数字

化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能源行业变革

的加速器，国际上各大石油公司都纷纷将数字化转

型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并将引领行业实

现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数字化技术正在成为国际油

气行业创新技术的主角。壳牌将数字化转型的重点

聚焦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排放的智能技术；埃克森美

孚则将重点放在了可平衡其资产组合的突破性智能

技术；BP 聚焦于传统领先技术领域的智能化发展 ；

埃尼公司聚焦于极端条件下的尖端技术以及提升勘

探经济性的智能技术；沙特阿美则将提高发现率和

采收率的技术作为当前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未来

的发展方向上，无人机、机器人与高性能计算机几

乎是主要油气公司的必选项。培养数字化人才、研

发新技术、提供充足的清洁能源，为创新交流合作

新使命带来了新机遇。

（三）能源格局、地缘政治等，对国际科技交流

合作带来了新挑战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5期6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全球能源消费主体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发展中

国家、高碳能源向低碳多元能源转型。美国页岩气

勘探开发引领的非常规油气革命，标志着全球能源

结构、化石能源供给已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能源结

构、技术和市场等对主要大国的全球地缘经济地位、

地缘政治形势及话语权产生深刻影响。全球主要国

家基于自身能源资源禀赋及能源发展战略，围绕能

源价格以及不同能源种类的主导权展开能源地缘政

治博弈。此外，传统油气行业正受到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和氢能等的多重挑战，能源格局迅速变化，

各油气公司正在调整、制定新的战略，应对新技术、

新商业模式、新能源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新

地缘政治的多重挑战，诸多挑战也为国际科技交流

合作提出了新课题。

四、思考与建议

（一）加快研究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战略规划与

顶层设计

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建设，战略引领作用凸显。

国家层面发布了《“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

规划》（国科发外〔2017〕118 号）等，推动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公司层面，充分学习、借鉴国际油

气公司、服务公司和先进制造公司等的国际交流合

作经验，系统研究制定中国石油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的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谋划未来在中国石油

重点海外业务合作区、潜在新区的差异化科技交流

合作的新思路，多维度提升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的影

响力与品牌价值，助力中国石油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的典范。一是在公司发展规划引领下，加强研究，

对标主要国际、国家油气公司，服务公司等科技交

流合作支撑、服务创新的作用，找准差距，厘清方

向；二是研判当今国际能源科技发展趋势，科学谋

划未来五年以及今后一定时期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

原则、目标、政策和重点领域等的路线图；三是紧

密结合主营业务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新业务发展需

要，紧密结合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观大势，谋全

局，做好“十四五”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规划的编制

工作，形成有效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指导性文件。

（二）加快研究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制度建设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领

域必然的发展趋势，科技实力是当前国际上评估国

家整体实力的关键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紧密关系到

国家的经济发展。贯彻国家颁布的系列国际科技交

流合作的制度办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财教〔2007〕428 号）、《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国科发外〔2011〕316 号）

和《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管理办法》（国科发外 

〔2011〕376 号）等，加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力度。

新形势引发的客观新要求，必须提升国际科技交流

合作活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因此，公司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要求新时期加快研究

制定中国石油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制度，加强对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的科学管理，从制度上保障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规避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的潜在风险。一是持续跟踪研

究国际主要油气公司、服务公司等科技交流合作的

方式和演变趋势，分析其成功的典型案例，预判未

来科技交流合作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二是充分学习、

借鉴中央企业、民营企业等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

经典成功案例；三是系统梳理、分析自身在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中的成功做法、实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等，有的放矢完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制度性文件。

（三）搭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加快推动开

放合作创新

当前，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呈现五大趋势：科技

资源的全球流动速度加快；全球战略已成为各大公

司创新发展的重要取向；多渠道、多模式的联合研

究与示范应对油气行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已成为现

实选择；全球化布局研发中心已成为各大公司持续

提升竞争力的普遍策略；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

频繁和多样化。因此，搭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

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将成为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构建

全球创新网络体系，推动知识转化创效，助力世界

一流示范企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借助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平台，吸引全球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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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新步伐；二是建立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

或科创风险基金 / 公司等，营造开放创新环境，打

造开放创新生态；三是在全球主要创新城市，特别

是针对当前国际形势，从有所创新和规避风险等方

面，研究考虑全球研究中心布局，大幅提升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加强以提升影响力、创造价值为导向的国

际科技交流合作能力建设

国际影响力、科技交流合作的能力培养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不断通过“创造性学习螺旋”实践

和积累，从而具备善于适应和驾驭新环境、创造新

价值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则是以极具影响力的行

业大师，绝对竞争优势的技术、产品、软件、服务

等，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形式，反映在国际影响

力和品牌价值上。因此，加强以提升影响力、创造

价值为导向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改变传统仅仅以信息沟通

为目的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观念，逐步建立以创造

价值为导向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理念；二是以虚拟

项目的模式，设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项目，确定内

容、明确目标及考核指标、建立团队等，精准实施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质量和效果；三是建立有

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团队的活力

和动力，努力使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成为全球行业范

围内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十分活跃、在区域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中起引领或核心作用、在重要国际行

业组织或学术机构中发挥积极国际影响力的典范 

企业。

（五）加快国际化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

中国石油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以全球视野，从技术

到人才，从市场到环境，以深化与国际石油公司、

国家石油公司、服务公司和先进制造公司等的交流

合作为契机，培养国际化的人才队伍，打造人才链、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新模式。因此，新时期亟

待进一步加快专业化强的国际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

与建设，使更多的国际人才融入国际行业组织，比

如世界石油理事会（WPC）、国际能源论坛（IEF）

和国际天然气联盟（IGU）等，在国际舞台上更多

地唱响中国石油的声音。一是建立国际化科技人才

的数据库，进一步发挥现有国际化科技人才的作用。

推荐任职重要的国际行业组织、学术会议等，逐步

提升话语权。二是注重国际化青年人才的培养。以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项目为载体，采取互派研究人员

等方式，培养专业化国际科技人才。以大型国际行

业学术会议为平台，培养锻炼青年骨干，积极参与

学术交流和论文发布等。以制度为保障，鼓励青年

人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国际能源领域

创新行列。三是充分发挥休斯敦研究技术中心的作

用，采取多形式的人员交流与互动，岗位轮换、短

期工作等，加快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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