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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昆明9月15日专电（记者侯文坤）
记者从中铁八局了解到，15日9时30分左右，由
中铁八局施工的广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桃
园一号隧道仰拱处发生坍塌，造成6人被困。

据了解，该隧道位于云南省楚雄市东瓜镇，坍
塌量400余方。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云南一铁路
施工隧道坍塌
6人被困

新华社西宁9月15日专电（记者马勇）记者
15日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获悉，由青海无
线电管理、公安等部门发起的整治非法广播电台
专项行动初战告捷，23部非法广播电台在过去一
个月中被取缔。

非法广播电台即“黑广播”，是近年发展蔓延
的一种违法设置无线电台的行为。一些不法分子
为牟取私利，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置无
线广播台站传播广告或其他内容。非法广播电台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广播秩序，同时对广播电视、固
定通信、移动通信和无线电定位业务产生有害干
扰，危害性较大。

据青海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介绍，
青海有关部门将深入推进整治非法广播电台专项
行动，以维护正常的广播和社会秩序。

青海取缔
23部“黑广播”

据新华社西安9月15日电（记者陈晨）记者
15日下午从陕西省民政厅获悉，9月6日以来的
持续强秋淋天气已造成陕西71个县区68.03万人
受灾，5人死亡，1人失踪，紧急转移16.45万人。

截至目前，陕西全省农作物受灾43.69千公
顷，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79万间，一般损坏房
屋2.45万间。

持续强降雨袭陕西
5人死亡1人失踪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安
蓓 陈炜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5日
宣布，“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日前在
南海北部深水区测试获得高产油气
流。据测算，这是中国海域自营深水勘
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此次发现的陵水17－2气田距海

南岛150公里，其构造位于南海琼东南
盆地深水区的陵水凹陷，平均作业水深
1500米，为超深水气田。

中海油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局长
谢玉洪介绍说，陵水17－2测试日产天
然气5650万立方英尺，相当于9400桶
油当量。“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创造了

中海油自营气井测试日产量最高纪
录。”他说。

这也是“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
平台投用以来，首次在深水领域获得的
重要发现。“海洋石油981”是中国自主
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深水钻井平台，其
中许多设计都是按南海海况“量身定

做”，于2012年5月9日在南海海域正
式开钻。

世界对深水的概念随着深水勘探
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化。目前从水面到
海床垂直距离达到500米以上的可称
为深水，1500米水深以上为超深水。
深水海域已成为近年来全球油气勘探

开发的重要接替区域。
中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丰富，70％

蕴藏于深海，但深海勘探难度极大。此
次陵水17－2气田的发现，不仅证明了
我国南海深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潜力，也
意味着我国已基本具备深水油气开发
的能力。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安
蓓）“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日前在南
海北部陵水17－2气田钻获高产气流，
意味着我国海域发现首个自营深水高
产大气田。借此机会，记者再度登上

“海洋石油981”。
距离2012年 5月 9日“海洋石油

981”南海开钻已有两年有余。经历了
海浪风雨的洗礼，981略显沧桑，但在
我国南海海域碧蓝海水的映衬下，依然
神采奕奕。

陵水17－2气田距离海南岛150
公里，从三亚起飞大概要50分钟。我
们乘坐的直升飞机直接降落在钻井平
台上。直升飞机是海洋石油工人日常
往返平台的交通工具。

“海洋石油981”是个大家伙。平
台上井架直冲云霄，密密排满高耸的钻
柱，仰视犹如钢铁森林。平台长114
米，宽78米，面积与一个足球场相当。
平台自重超过3万吨，有45层楼高。

我们上平台时，天气比较好，在平
台上如同在陆地一般，只有从杯中的水
可以看出轻微晃动。不过如果你在平
台上称量体重，会发现体重在不断上下
变化。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几天

将会遭遇台风，目前981已开始做迎接
台风的准备。

这座庞大设备有个拗口的正式名
称：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她由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代表了当今世界海
洋石油钻井平台技术的最高水平。

“海洋石油981”可以说是为南海
而生，从设计最初，她就针对南海的特

殊海况而设计——
她的最大作业水深是3000米，钻

井深度可达10000米，瞄准了油气资源
丰富而勘探难度高的深水海域；

她能抵御200年一遇的台风，这相
当于遭遇17级台风，能迎战南海恶劣
海况；

她有复杂的锚泊系统，采用3000
米水深范围DP3动力定位、1500米水
深范围锚泊定位的组合定位系统，能够
保持平台在大风大浪中相对稳定；

她的可变载荷9000吨，由于南海
海域广阔，返回陆地补给困难，这一全
球最大的可变载荷，大大提高了平台的
远海作业能力。

981平台正常作业期间人员约有
180人。海洋石油工人一个工作周期
是28天。在平台上的28天中他们会
远离家人，没有手机信号，与大海作伴。

大型深水装备是“流动的国土”。
以“海洋石油981”为旗舰，目前我国已
经建立起包括深水铺管起重船、深水工
程勘察船、深水物探船、大马力深水三
用工作船在内的深水舰队。而南海深
水，将是“海洋石油981”和她的小伙伴
们未来大展拳脚的舞台。

据新华社南昌9月15日专电（记者吴锺昊）
记者从江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获悉，9月14日凌晨
3时左右，乐平市双田镇宝山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
故，3人被困井下。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据初步了解，事故发生时，矿井正在进行技
术改造。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江西一煤矿透水
3人被困井下

揭开“海洋石油981”神秘面纱

叩开南海深水油气叩开南海深水油气
““宝藏宝藏””的大门的大门

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15日宣布，“海洋
石油981”钻井平台日
前在南海北部发现我
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
首个高产大气田。

这一深水油气田
有多大规模？将对我
国能源供应产生哪些
影响？百姓将如何获
益？记者日前登上“海
洋石油 981”，采访了
专业人员及相关专家。

由于获得国家储委储量认定尚
需一定程序，中海油此次并未公布气
田储量预测。“从目前测试结果看，基
本明确这是一个高产大气田。”中海
油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局长谢玉洪
对记者说。

谢玉洪说，陵水17－2气田测试日
产天然气 5650 万立方英尺，相当于
9400桶油当量。“测试获得高产油气

流，创造了中海油自营气井测试日产量
的最高纪录。”他说。

一般来说，探明储量300亿立方米

以上的气田可称为大气田。有关人士
告诉记者，目前估算看，该气田探明储
量可能远高于这一标准。

以中国近海最大的合作气田崖城
13－1气田为例，该气田探明储量为
1000亿立方米。开发19年来，天然气
产量已超过500亿立方米。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
年，我国天然气产量为1171亿立方米。

大气田有多大？

陵水 17－2 气田平均作业水深
1500米，是超深水气田。

“1500米水深是典型的超深水。
这一发现说明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基
本具备在深水、超深水自营勘探的能
力，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正逐
步走向成熟。”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
毅军说。

从国际上看，目前从水面到海床垂
直距离达500米以上的可称为深水，

1500米水深以上为超深水。由于深海
地质条件复杂，油气勘探开发技术难度
和投入呈几何倍数增长，此前全球深水
油气勘探一直为少数国际大石油公司
垄断。

在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的背景下，叩开深水油气资源的“大

门”，成为立足国内寻求油气资源的重
要战略选择。

深水海域已成为全球油气资源
的重要接替区。近年在全球获得的
重大勘探发现中，有50％来自海洋，
主要是深水海域。我国广袤的南海
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其中

70％都蕴藏于深海。2009 年，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旗下的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和加拿大哈斯基公司合
作在珠江口盆地深水发现荔湾3－1
大气田，证明我国南海深水具有较
大的油气资源潜力。

刘毅军说，这一发现将加速我国

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进程，对于保
证国内油气供给和减少对外依存度
具有重要意义。而深水装备和技术
的提升，也将带动我国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

“陵水17－2深水大气田的勘探突
破，打开了一扇通往南海深水油气‘宝
藏’的大门，证明了南海深水区油气产
量的巨大潜力。”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董事长王宜林说。

1500米超深水有何意义？

未来几年，随着深水大气田正式开
发和投用，香港、广东、广西、海南等地
百姓家的灶台上，将点燃来自南海深水
的天然气“蓝焰”。

谢玉洪说，中海油正在规划建设一
条连通南海西部环海南岛所有气区的
海上天然气管输大动脉，将把深水气田
和近海主要气田串联起来，建成“南海

大气区”。
南海西部海域目前已经是中国近

海主要天然气产区，建成了崖城、东方
两大天然气生产基地，并建成从崖城气
田到香港的778公里输气管道。

中海油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我国南
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分布着宝
岛、陵水、乐东等众多凹陷，这些凹陷有
着相似的油气地质环境和成藏条件。
陵水17－2的勘探突破，证实了这些凹

陷发现大批天然气田的现实性，使这里
勘探前景更加明朗，南海大气区建设的

“底气”更足了。
谢玉洪说，南海大气区建成后，将

充分满足华南和香港地区的工业和民

生用气，所产的天然气还有望进入全
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对于改善我国生
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海大气区
也将预留接入空间，为南海中南部深
水天然气开发奠定基础。”他说。

记者 安蓓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南海大气区”将惠及哪些区域？

此次发现的陵水17－2气田距海南岛150公里

新华社南昌9月15日电（记者胡锦武）记者
15日从江西省纪委获悉，江西萍乡市委书记陈卫
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江西萍乡市委书记
陈卫民被调查

据新华社南昌9月15日专电（记者胡锦武）
记者15日从江西省纪委获悉，日前，江西纪检部
门分别对吉安市原市委委员、峡江县原县委书记
宋铜和上饶市原市委委员、德兴市委原书记何金
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严重违纪违法

江西两名县级干部
被立案审查

据新华社郑州9月15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李亚楠 杨勇）14日起，有网贴爆料称，洛阳市副
市长郭宜品已失联月余，当地警方已成立专案组
进行排查。目前，洛阳当地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
息。不过，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此事基本属实，
当地正进行调查。

洛阳一名副市长
被曝失联月余
当地组织排查

9月15日，位于呼和浩特市兴安南路的两个
天然气储气柜开始拆除。这两个被当地人称作
“大绿罐”的储气柜分别建成于1994年和2000
年，主要用于冬季用气高峰时向市中心管网补
气。由于两座气柜处于市中心区域，存在一定的
危险，且市区供气已有其他天然气站保证供应，所
以主管部门决定拆除。 新华社记者 邵琨 摄

呼和浩特地标建筑
“大绿罐”开拆

工人在“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 新华社发

陵水17-2-1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 新华社发

南
海
发
现

深
水
大
气
田

今今 日关日关 注注 我国南海发现第一个
自营深水高产大气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