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庄 严 的 升 旗 仪 式 中 ，毕 业 典 礼 拉 开 序

幕。“高中毕业”概括了学子们十二年求学的风

雨历程，承载了父母长辈多年的关爱与期待，

凝聚了老师润物细无声的无私奉献。“高中生

活”就好像一本太仓促的书，一千多页的喜怒

哀乐就这样匆匆翻过，4 天后的他们即将奔赴

高考考场，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临

行之前，遂宁一中校领导班子、高中部全体师

生见证了高 2019 级学子接过毕业证书的荣耀

时刻。

遂宁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罗峻峰为毕业生

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谢谢您，老师！”每一位

接过证书的同学深深鞠躬，对学校三年的栽培

表示无尽的感谢。“前行的路上，一路有我！”校

长回礼，以微笑鼓励高 2019 级学子走向充满挑

战的新的人生征程。

回想每一个忙忙碌碌的晨昏，教室里总有

一些孜孜不倦的身影。他们靠着勤奋上进的

拼搏精神，凭着辛苦耕耘的顽强努力，在各方

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副校长蒋开忠宣读

关于表彰高 2019 级优秀毕业生的表彰文件，学

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证书。

“或许我们曾经迟到，曾经在您的课上走

神、讲话；或许我们曾经埋怨过您的严厉，埋

怨过您的唠叨；或许我们曾经不听劝诫，一

意孤行……毕业之际，我代表全体同学为曾

经的错误向您说一声‘对不起’，为您的贡献

和培养说声‘谢谢’。”主持人发自肺腑的话

语道出高三学子对学校、对老师的眷恋。正

如高 2019 级学生代表陈思贝所说，三年的点

点滴滴充盈脑海，朝夕相伴的学校、课堂早

已深印心中，母校见证了我们从青涩稚童向

成人的蜕变，为我们即将开始的飞翔插上有力

的翅膀。

接过毕业证书 踏上新的征程

表彰优秀学子 树立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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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旗是班级凝聚力的象征，班旗更

是班级战斗力的集中体现。三年来，毕

业班的学子们用实际行动把陪伴了他

们喜怒哀乐，见证了他们刻苦努力，象

征班级荣耀的班旗，在即将毕业离开学

校的时候，由各班班长将其叠好后交到

罗峻峰的手中。学校将把这些班旗珍

藏在校史馆，让一中精神薪火相传、永

远辉煌。

旗帜是方向。离校前，高 2019 级分

管副校长蒋开忠为高 2019 级摇旗壮行，

随着“高考必胜”旗的挥动，高 2019 级全

体同学举起右拳齐声呐喊：高考必胜，

高考必胜！随后，副校长蒋开忠将“高

考必胜”旗交接给高 2020 级分管副校长

邓再兵。临行前，罗校长嘱托高三学

子：希望同学们胸怀报国之志，勿忘师

恩如海，斗志昂扬，扬青云之志，蟾宫折

金桂，鲤鱼跃龙门！

莘莘学子意，浓浓师生情。落下帷

幕的是毕业典礼，而扬帆远航的是每个

毕业生新的人生旅程。不论你走多远，

遂宁一中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周雪梅）

“近几年，川中油气矿也着力于绿色发展、

清洁发展，那落实在安全环保工作上企业主要

怎样开展工作，反响如何？在绿色、清洁、安全

发展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具体怎样体现。”记

者提问到。

根据这一问题，川中油气矿质量安全环保

科副科长周思立介绍，川中油气矿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始终将绿

色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油气

勘探开发全过程，夯实油气田企业安全环保基

础，深入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持续推动

油气田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川中油气

矿连续六年荣获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安全

环保先进单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安

全环保管理，促进安全、绿色发展：

企业高速稳健发展，安全是前提，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协调是条件。新建项目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等规定，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环境

影响评价等前期评价执行率 100%，认真落实安

全、环保“三同时”制度，从源头落实安全环保

措施，提供本质安全环保水平，项目依法依规

建设，有力保障了污染达标排放，安全环保风

险全面受控。

川中油气矿始终坚持安全发展理念，以持

续推进 HSE 体系建设为抓手，夯实安全环保基

础，促管理提升；以标准制度系统、培训系统和

绩效考核系统为载体，强化 HSE 体系运行效果；

以“四不两直”，领导干部履职能力评估，作业

许可、工作（前）安全分析、启动前的安全检查、

工艺设备变更管理等安全工具方法为手段，强

生产和施工两个现场的安全环境风险管控。持

续推动 QHSE 基层站队标准化建设，2018 年 19
个基层单位通过西南油气田公司达标验收，

2019 年启动基建和矿建的 QHSE 基层站队标准

化建设，构建安全环保长效激励机制，夯实安

全环保管理基础。

重视国家“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

相关要求的落实，每年开展一次较大以上环境

风险评估，每三年开展一次全面环境风险评估，

为环境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治理提供依据。制

定安全环境隐患治理三年滚动规划，2018 年以

来立项治理安全环保隐患近 60 项。龙王庙组气

藏先后增建 23 套气田水闪蒸气治理装置，有效

减少了大气污染物排放；2018 年-2019 年新钻井

32 口全部采用钻井泥浆不落地与资源化利用技

术，取消了钻井废水池，钻井废物得到资源化利

用，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目前，积极

开展气田水处理达标外排技术研究，提高气田

安全环保生产的保障能力，适应新的环保标准

规定和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要求。

川中油气矿是能源生产企业，也是用能大

户。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通过地面系统的优

化调整、高耗低效设施的淘汰、用能装置设备

的经济运行管理，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十

三五期间计划技术措施节能 7203 吨标准煤，已

实现技措施节量 6803 吨标准煤，2018 年节能

1780.28 吨标准煤。 2014 年以来淘汰高耗低效

用能设备 178 台。在向社会提供清洁能源，助

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生产过程中

资源能源的消耗。原钻井征地一个井场一般

20~30 亩，2011 年以后采用新的用地模式，现在

一个井场一般用地 5 亩，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

源，钻井临时占用的土地及时复垦。

为落实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

总体要求，进一步提升川中油气矿安全环保风

险管控水力，按照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等

六部委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

意见》（国土资规〔2017〕4 号），及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关于开展油气田企业绿色

矿山创建工作的通知》（石油勘〔2017〕211 号）

等要求，川中油气矿 2017 年 11 月启动了绿色矿

山创建工作。以绿色矿山创建为契机，强安全

环保风险管控能力，促进矿绿色发展、安全发

展，提升矿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贯彻落实集团

公司重塑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决策部署。

绿色矿山创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依法

合规、企业文化、视觉形象、目视化、站场绿化、

土地复垦、HSE 体系建设、油气田科学开发、伴生

天然气回收利用、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数字化、节能减排、风险管控、钻井、施工作

业、清洁生产等各个方面，有助于川中油气矿企

业形象，安全环保风险管控水平的全面提升。

多年来，川中油气矿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头等大事，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油气勘探

开发全过程，夯实油气田企业安全环保基础，

深入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持续推动油气

田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川 中 油 气 矿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模 范 职 工 之

家”、“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全国企业

文化顶层设计与基层践行优秀单位”“全国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企业文化优秀单位”

等荣誉称号。 （张舜 全媒体记者 杨柳）

媒体开放日活动
———近距离观看川中油气矿—近距离观看川中油气矿是如何将绿色矿山这张蓝图绘到底是如何将绿色矿山这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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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网、《遂宁日报》等多家媒体记者一同走进川中油气矿流连忘返。“真想

不到，矿区的环境这么美，石油特色鲜明，真是大饱眼福。”一位记者说。

据介绍，川中油气矿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矿机关设在四川省遂宁市。地理位置处于四川盆地中部，以遂宁、南

充为中心，横跨川、渝、陕三省 42 个市县，矿权总面积 4 万多平方公里，是川

渝地区唯一“油气并举”的资源勘探、油气生产、销售及化工生产基地，2018
年油气当量创历史迈入 960 万吨大关，当年就对遂宁当地 GDP 贡献约 98.26
亿。同时，按照良好的发展势头，川中油气矿年底将有望建成千万吨产能，

在 2020 年迈入千万吨台阶，届时将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打造采气井站绿色新标杆

打造绿色气田

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油气勘探开发全过程

负责任的绿色气田

遂宁一中举行高 2019级毕业典礼

校园激情飞扬 学子扬帆远航
挥动必胜旗帜 高考再创辉煌

时光飞逝，岁月
荏 苒 。 三 年 的 征
途，是光荣的荆棘
路，带着梦想与期
待 ，遂 宁 一 中 高
2019 级的同学们一
路走来，迎接属于
他们的毕业典礼。
6 月 3 日，遂宁一中
高 2019 级毕业典礼
盛大举行，校领导
班子、高 2019 级全
体教师及部分家长
代表，西校区全体
学生参加活动。

高 2019 级学生代表陈思贝发言

发放毕业证书

高考必胜旗迎风飘扬

上交班旗，存入校史馆

遂宁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罗峻峰讲话

校领导班子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证书

部分优秀毕业生合影

全面对标绿色矿山创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