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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一大早，京宁社区办公点的院落

里已是人头攒动，老街坊们热热闹闹地坐在

一起，纷纷聊起电水气共同到社区开展服务

这件“新鲜事”，尽管空中偶有小雨飘落，但人

们关注的热度依然不减。

上午 9 点，由客户中心牵头，联合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自来水公司营销科、华润万通

燃气公司蓝焰先锋服务队，共同开展的电水

气党员服务“联盟”进社区活动拉开帷幕。

移动课堂 传播安全常识

活动将知识课堂搬进社区，以安全用电用

气、节约用水等宣传视频开场，引起大家凝神

关注，不时还受到现场居民的点头肯定，“以

后掉在地上的电线我们要离远点了，还有跨

步电压，触电可不得了！”此外，还邀请到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长柴光东和水质检测班班长全

合华进行现场宣讲，他们紧扣家庭用电常识

和用水常见问题，以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潜移

默化中实现了对社区居民电、水、气常识储备

的再提升。随后，根据宣讲内容趁热打铁，组

织开展了有奖知识竞答，居民们争先恐后，抢

答激烈，答对者笑逐颜开，答错者也毫不气

馁，全场气氛热烈。

便民利民 助力快捷缴费

为减少居民客户的缴费奔波，在现场，客

户经理以 PPT 步骤示范和图例演示，重点向

社区宣传了明星电力手机 APP、微信、支付

宝、商业代收及燃气公司微信、支付宝等新

型缴费模式，让线上消费的便捷被更多群众

所知晓和接受。在此过程中，一些使用智能

机的老年人也追逐起缴费新时尚，立马掏出

手机，跟随着演示操作起来，或在身边的工

作 人 员 指 引 下 ，下 载 起 了 明 星 电 力 手 机

APP……

检修+慰问 关爱困难家庭

活动以社区困难群体需求为基点，在中心

和自来水公司有关负责人的带领下，两支电

水气党员服务小分队分别上门为 15 户社区困

难家庭开展了义务安全检查和温馨的慰问。

每到一户，小分队人员都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生活、身体状况，并送上米、面、油等慰问物

品。同时，电、水、气检修人员各司其职，对贫

困家庭中的用电线路、电器开关、燃气灶具、

自来水管道、龙头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为

社区楼道损坏的公用路灯更换了灯具，受到

了社区群众的一致称赞。

电“亮”心灯 小夜灯送光明

在前期社区调查中，了解到社区困难家庭

中 多 有 年 迈 和 残 障 群 体 ，晚 上 起 夜 很 不 方

便。为此，活动筹备组对症下药、精准滴灌，

为每户困难家庭精心准备了遥控小夜灯。

活动中，电水气小分队逐户安装了带有遥

控和定时功能的小夜灯，并现场手把手教授

灯具的使用方法及充电操作。罗大爷家中昏

暗狭小，小夜灯的添置犹如那“一米阳光”使

整个房间明亮了起来。“有了这个小夜灯晚上

起夜就方便多了，谢谢你们”，罗大爷脸上绽

放的笑容也深深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出动党员 30 余人，发

放电、水、气宣传手册和多种缴费模式资料

300 余份，接受现场咨询 10 余次，开展上门义

务检查和慰问 15 户。零距离、一站式，“专

业+公益”的电水气党员协同服务模式，展现

了专业服务优势，根植了社会责任，赢得了社

区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冯微 刘伦/文 银林 谢鹏/图）

服务面对面 供用心连心
电水气党员服务“联盟”零距离服务京宁社区群众

为更好地践行“你用电用

水，我用心用情”的服务理念，

从 2014 年起，明星电力公司持

续组织开展“党员进社区，服务

送到家”主题实践活动，把专业

服务和志愿服务送到社区群众

身边。2018 年以来，又联合华

润万通公司共同组建电水气服

务联盟，相继走进了顺城和京

宁社区，为居民提供了政策咨

询、关爱特殊群体、电水气义务

检查维修等有特色、贴近生活

的服务活动 115 次，受到群众

的一致好评。

活动现场

入户义务检查和检修

为困难家庭送上遥控小夜灯

立体全面充满朝气的川中油气矿架起沟通之桥
——“走进中石油·探访大川中”媒体开放日活动侧记

百战攻坚 气贯长虹
企业文化展厅记录攻坚文化

上午 9:00，在川中油气矿科研大楼，“走进

中石油·探访大川中”媒体开放日活动拉开帷

幕。座谈会后，我们走进行程的第一站——

企业文化展厅，一进入展厅，一幅巨大的浮雕

形象墙便映入眼帘，“石油会战”“磨溪经验”

“龙王庙记录”“1956 蓬基井——新中国第一

口基准井”……这些融入川中石油人血脉的

攻坚记忆，标注在浮雕上的时间文化长廊，历

代石油人攻坚上产的身影仿似就在眼前，让

在场记者无不为之振奋。

“1958 年，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首次夺油

会战就在川中打响，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发

展历史的新篇章……”在讲解员的解说中，记

者边走边看，从石油会战时期石油工人们人

拉肩扛搬运物资，到如今的数字化管理；从

1994 年磨溪气田日处理 80 万立方米天然气净

化装置，到龙王庙组气藏 300 万立方米 /日试

采净化装置；从 1990 年石油钻井勘探现场，到

新钻井设备勘探现场……一张张珍贵的历史

照片感人至深，在记者的脑海里石油人的形

象越加深刻，60 多年，几代川中石油人从一穷

二白到建成业内一流千万吨级油气矿，这里

满满地记录了川中石油人的梦想与执着、智

慧与汗水、辛酸与喜悦。

龙王庙组气藏智能气田建设
凝聚数代石油人艰苦奋斗

天空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却依旧抵挡不了

记者探访大川中的热情。上午 10:00，从遂宁

城里出发，下高速后经过一路曲折蜿蜒的公

路，1 个多小时后我们才到达了当天的第二个

目的地——磨溪 8 井。穿上红色的工衣，带上

安全帽，经过安全培训，记者终于能一睹这个

龙王庙组气藏发现井的庐山真面目，眼前这

个看似普通的井，对于川中乃至中国的油气

勘探开发来说，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磨溪 8
井当时明确了大气田的存在，拉开了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单体规模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

整装气藏龙王庙组气藏的开发建设大幕。”听

完介绍，记者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没有先进

设备、适用地质理论的情况下，早期的石油勘

探者们从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在四川盆地进

行勘探，并坚信该地蕴含特大规模气田，龙王

庙组气藏的横空出世，不仅归因于川中油气

矿高效的勘探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更要归

因于数代石油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探索。

蒙蒙细雨中一路驱车，我们来到了龙王庙

净化厂，一座气势磅礴的现代化工厂矗立眼

前，与周边的田园风光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而龙王庙组气藏集输的“枢纽”——龙王庙集

气总站就坐落在厂区一隅。总站“咳声嗽”，

气藏“抖三抖”，“枢纽”地位举足轻重，边走边

看，数字化、高效智能、新技术、新工艺、绿色

环保……是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在龙王庙

调控中心，一张巨大屏幕吸引了所有记者的

眼球，几十台电脑同步运作，利用数字化管控

模式，实现单井无人值守，远程实时监控管

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

随后，记者一行还参观了龙王庙组气藏高

效开发的典范——磨溪 008-17-X1 井、英勇善

战的消防大队龙王庙特勤中队，中国石油智

能气田管理样板生动呈现。

不忘初心 履行责任
川中油气矿张开怀抱向媒体开放

“一路走来，油气矿始终不忘‘我为祖国

献石油’的初心，肩负并履行央企在国家中的

‘政治、社会、经济’三大责任，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架起一座直通外界的桥梁，通过媒体朋

友的笔头和镜头，将一个立体全面、充满朝气

的川中油气矿生动地呈现给社会。”当日的座

谈会上，川中油气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蒋彬如是说。川中油气矿党群科、

质安科、地质研究所负责人还分别对油气矿

勘探开发形势、绿色环保发展情况等作了详

细介绍。

“开发一个气田，发展一方经济，造福一方

百姓”，是川中油气矿始终坚持的理念。其先后

在辖区内修建连接油气井站场和乡镇、村组的

公路 2000 多公里，架设桥梁 100 余座，投资 1800
万元建成广安、龙岗石油希望小学，促进了社会

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2016 年，对遂宁 GDP 贡

献 64.96 亿元；2017 年，对遂宁 GDP 贡献 68.81 亿

元；2018 年，对遂宁 GDP 贡献 98.26 亿元。2014
年以来，累计向地方政府纳税达 27.3 亿元，多次

被评为四川省及遂宁市“依法纳税先进单位”，

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遂宁日报》编委张度：“川中油气矿多年

来扎根遂宁，因为油气行业特殊属性，使得公

众对其了解不够，媒体开放日活动意味着该

企业已主动搭建起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对于

新闻人和公众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这里

将会有很多有价值有意思的新闻等待着我们

去挖掘，有很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生动故

事等待着公众去了解。”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张琳琪：“提到中石

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高薪、油水足。

这次走进川中油气矿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

后，才明白大家对他们的误解很深。很多基

层石油工人工作环境都是野外，常年与寂寞

为伍，远离妻儿，很辛苦！”

遂宁新闻网记者朱鹏：“从前的川中油气

矿给人的感觉是敬而远之，遥远不可及的，今

天才发现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脚踏实

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奉献，是可爱而值得敬

重的！”。 （全媒体记者 杨柳）

川中油气矿

5 月 28 日，中国网、《四川日报》、四川在线、《四川经济日报》、四川经济

网、《遂宁日报》、遂宁新闻网、遂宁广播电视台、遂宁新闻摄影学会等多家

媒体记者一同走进目前中国唯一的百亿气矿、川渝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油气

生产基地——川中油气矿，近距离感受川中油气矿“百战攻坚·气贯长虹”的

攻坚文化，深层次感知 60 多年的油气勘探开发历程。

参观龙王庙调控中心 甘海强 摄

参观企业文化展厅 赵阳春 摄

参观磨溪 008-17-X1 井 赵阳春 摄

龙王庙净化厂全景 甘海强 摄

合影留念 赵阳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