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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东昆仑八宝山盆地首次发现页岩气】
2016 年 11 月 17 日获悉，由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实施的“东昆仑八宝山盆地页
岩气远景评价”项目日前取得重要发现，
“八页 1 井”在钻至 300 米时探获页岩气，现场解
析出的气体遇火可燃，初步估算单位含气量达 5m3/T~15m3/T，显示出该地区丰富的页岩气
赋存前景。

八宝山盆地位于青海东昆仑中部布尔汗布达山南坡，是青海省页岩气潜力评价工作划分
出的远景区和有利区之一。2016 年，青海省四勘院利用青海省地勘基金，选择该远景区开
展调查评价工作，实施了“八页 1 井”
。该井设计井深 700 米，目前已施工至 460 米，探获
烃源岩 6 层，累计厚度大于 120 米。据悉，已探获的页岩气气量大、可燃性气体比例高，
储气层位为晚三叠世八宝山组碎屑岩段，主要岩性为粉砂质页岩及砂岩体。通过荧光录井，
显示有大量油浸、油斑。
页岩气评价主要因素是地质条件、地化特征和储层物性分析。从地质方面看，八宝山盆
地位于昆中、昆南断裂之间的断陷沉积盆地，地层稳定性及连续性较好，主要岩性为灰黑色
粉砂岩及黑色页岩，共 8 段，在整个盆地的分布面积约 500 平方千米，每层厚度为 4.08 米
~157.90 米，远远超出页岩气对面积及厚度的需求。目前施工的“八页 1 井”
，主要控制八
宝山组下段暗色泥页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显示，该区域有机碳含量为 0.40%~50.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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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类型为Ⅰ型-Ⅱ2 型，具有较好的生气能力；镜质体反射率为 0.80%~1.58%，总体属于
中等成熟；暗色泥页岩矿物组成主要以粘土矿物、石英和斜长石为主，其中脆性矿物石英含
量为 48.45%~61.20%，利于后期压裂；泥页岩孔隙度相对较高，为页岩气提供了较大的储
集空间。
青海省地质条件复杂，总体对页岩气的研究程度很低。地质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工作和积
累，通过区域地质背景、沉积演化与地层发育情况、泥页岩特征、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储集
特征、含气性、远景区（有利区）划分等方面的研究，对祁连盆地、门源盆地、疏勒河盆地、
木里盆地、哈拉湖盆地、天峻-刚察盆地、柴达木盆地、八宝山盆地以及雁石坪盆地等 9 个
盆地开展了评价工作，确定了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 3 套富含有机质的泥页岩层系，以及
页岩气赋存规律和基本特征。同时了解到，各时代烃源岩自祁连造山带至三江造山带均具有
分布广泛、厚度巨大、生烃潜力良好、热演化适中、储气空间大、类型多样等特点，并在评
价区内划分出 16 个远景区和 7 个有利区，显示出青海省广阔的页岩气资源远景。
返回目录

产业政策
【国家能源局同意调整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
2016 年 11 月 2 日获悉，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关于同意调整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部分委员的函。据该函显示，标委会委员调整如下：
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孙龙德同志不再担任标委会主任委员，国家能源局石油天
然气司杨雷同志不再担任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部朱光辉同志不再担
任标委会副秘书长，于洪金、雷怀玉、谭宾、黄黎明、王小林、王强、钱荣钧、邱少林、张
彦平等 9 名同志不再担任标委会委员；
二、增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李鹭光同志担任标委会主任委员，国家能源局石油天
然气司刘红同志担任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部李本亮同志担任标委会
副秘书长，陈效红、谭健、李荣、常宏岗、杨莉娜、闫进、郝会民等 7 名同志担任标委会委
员。
标委会增补委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标委会职务

单位

职务职称

1

李鹭光

主任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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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3

红

副主任委员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

副司长

李本亮

副秘书长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部

副处长/教高

4

陈效红

委员

副处长/高工

5

谭

健

委员

6

李

荣

委员

7

常宏岗

委员

8

杨莉娜

委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质量与标准管理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勘探与生产分公司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
页岩气项目经理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天然气研究院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9

闫

进

委员

10

郝会民

委员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安全监管局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
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处长/高工
副总经理/高工
院长/教高
技术总监/教高
副处长/高工
总工/教高

返回目录

【发改委：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
2016 年 11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推进化肥用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通
知指出，2016 年 11 月 10 日起，全面放开化肥用气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且，鼓
励化肥用气进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台，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实现价格公开透
明。
发改委指出，从定价范围看，化肥用气价格放开后，除陆上管道气供城市燃气门站价格
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所有用户用气价格均已实现市场化。从气量上看，化肥用气价格放
开后，除少量涉及民生的居民用气外，占消费总量 80%以上的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主要由
企业自主协商决定。
对于化肥用气价格放开后化肥市场走势，发改委强调，化肥用气价格放开不会导致价格
明显变化，也不会对化肥市场产生大的影响。
返回目录

【福建省试点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
2016 年 11 月 15 日获悉，发改委决定在福建省开展天然气门站价格市场化改革试点，
西气东输供福建省天然气门站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发改委要求，福建省物价局要完善天然气销售价格管理机制，合理安排销售价格；按照
《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859 号)
亚化咨询 - 能源化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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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减少供气层级，加强省内输配价格监管，努力降低用气成本；研究制定应对天然气气
源价格异常波动的工作预案，保障市场平稳运行；适时完善低收入群体用气价格政策和社会
救助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不因天然气价格波动降低生活质量。
另外，中石油公司要积极配合福建省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加强与用气企业沟通，妥善协
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积极推动西气东输供福建省天然气进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交易平
台，尽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实现价格公开透明。
返回目录

业主分析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企业概况
1.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5 月 5 日，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和中央直接
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国投注册资本 194.7 亿元，截至 2015 年末，资产总额 4955 亿元。2015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135 亿元，利润总额 165 亿元。
2. 国投重庆页岩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是由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华地工程勘察设计院共同出
资组建，由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注册资金为 26.4
亿元人民币，并于 2014 年 3 月取得气体矿产勘查乙级资质，主要从事页岩气资源勘查、开发、
利用及相关技术咨询等业务。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 号-6 国际投资大厦 A 座 邮编：100034
电话：010-66579001
传真：010-66579002
网址：http://www.sdic.com.cn/

页岩气项目相关进展及评价
1. 2013 年 1 月，在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全国页岩气勘查区块第二轮招标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获得重
庆城口页岩气勘查区块探矿权，区块总面积 1020.95km²，勘查周期为三年。
2. 2014 年 11 月，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地质矿产研
究院共同出资组建重庆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60 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
投资公司持股 39%。新公司成立后，将整体推进中石油在渝安岳-潼南、大足-自贡、璧山-合江、
宣汉-巫溪、忠县-丰都 5 个页岩气矿权区块、1.56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页岩气资源勘探，以及中石
油今后在重庆获得的页岩气矿权区块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工作。
亚化咨询 - 能源化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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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 6 月，
“城探 1 井”页岩气压裂试气正式开工。该井是国投重庆页岩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在重庆城口勘查区部署的第一口页岩气探井，于 2014 年 8 月开钻，主要勘探目的层为寒武系水
井沱组，完钻井深 2727 米。
4. 重庆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忠县-丰都区块的包鸾（与焦石坝属同一构造单元）开展三
维地震及探井工作，宣汉-巫溪区块已实施钻探等工作。2015 年 9 月，公司进行包鸾 H1 平台/巫
溪 H3 平台钻井工程施工招标。
包鸾 H1 平台共 6 口井：
包 201
（包括由包 201 直改平的包 201-H1）、
包鸾 H1-1、包鸾 H1-2、包鸾 H1-3、包鸾 H1-4、包鸾 H1-5，巫溪 H3 平台共 4 口井：溪 203（包
括由溪 203 直改平的溪 203-H1）
、巫溪 H3-1、巫溪 H3-2、巫溪 H3-3。
5. 2016 年 1 月，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向国投重庆页岩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发放的规划合作贷
款，金额为 1 亿元，已实现首笔提款 2000 万元。该笔规划合作贷款将全部投向页岩气开发利用
的前期地质勘查以及储量探明的可行性研究领域。
6. 2016 年 11 月初，重庆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包 201-H1 井”试采地面工程（撬装设备
采购）项目顺利完成开标。项目拟建“包 201-H1 井”集输站 1 座（含丰都区域控制中心），
“包
201-H1 井”～斜南溪站 20km 集输管线（含阀室 1 座）
。该井地面工程设施设备按 20×104m3/d
设计。项目总投资 5383.08 万元，预计 2018 年建成投产。

SWOT 分析
优势

劣势

1.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为中央直属企业，资金实力

1． 缺乏符合中国地质特点的页岩气勘探开发

雄厚

关键技术

2. 与中石油等建立合资公司，为页岩气勘探开发
提供技术保障
机会

威胁

1． 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受国家政策支

1． 中国地质条件恶劣，页岩气开采难度更大

持

2． 先期投入高，回收期长

2． 重庆市页岩气资源量约 12.75 万亿立方米，预
计可采资源量达 2.05 万亿立方米，两项均列全
国第三

3． 天然气管网、道路等相关基础配套设施不完
善
4． 可能面临土地征收、环境保护等引发的群体

3． 重庆市将页岩气列为重点扶持产业，提出了明

事件

确的页岩气发展规划
4． 节能减排及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天然气
占一次能源比重的提升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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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运输
【“武陵山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外协课题通过中期质检】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页岩气调查室组织专家对“武
陵山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的 5 个外协课题开展中期质量检查。
项目包括青岛海洋所承担的“湘中二维地震资料重新处理解释”、中石化中南分公司承
担的“巫山地区页岩气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中南大学承担的“巫山地区页岩气调查广
域电磁法勘探工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的“鄂阳页 1 井特殊测井”及中石
化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综合物化探处承担的“镇巴地区广域时频电磁法测量工程”。
检查组一致同意 5 个外协课题均通过中期质量检查，其中 2 个课题的成绩为优秀，3 个
课题为良好，并形成了中期评估意见，提交了质量检查记录。
返回目录

【贵州安龙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黔兴地 1 井”开钻】
201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贵州省兴仁县大桥河三道坑
部署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黔兴地 1 井”正式开钻。该井钻探工程由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六
勘探队承担，构造位置位于典母背斜西翼，主要目的层为上二叠统龙潭组，设计井深 1500
米，计划全井段开展钻时录井、岩心录井，岩心荧光录井、气测录井及地化录井，并开展伽
马扫描及元素扫描工作，预计工作周期为 90 天。
野外露头及邻区钻井资料证实黔西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为含煤系地层且发育多套泥
页岩，TOC 含量平均为 3.51，Ro 在 2.0-3.0 之间，具备形成页岩气良好的物质基础。但由
于该区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页岩气保存条件比较复杂。邻区钻井在相应层段虽已见到页岩
气显示，但页岩气富集规律还有待探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典母背斜及周边安龙地区
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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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晴隆安龙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通过中期验收】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专家对“晴隆安龙地区页
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开展了中期评审验收会。专家组一致同意工程通过中期验
收评估，并给予“优秀”评级。
该工程隶属于地质调查二级项目“滇黔桂地区上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
。该
工程由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负责施工，以上二叠统龙潭组为主要目
的层，在贵州省安龙向斜、云南省箐口向斜分别部署二维地震满覆盖 50km，共计 100km。
返回目录

【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建获得新进展】
2016 年 10 月 28 日，涪陵页岩气田二期平桥区块“焦页 184-2HF 井”
，采用 12 毫米
油嘴测试，在稳定井口压力 28.4 兆帕的情况下，获得 45.8 万立方米/天的高产工业气流，
创该气田二期产建启动以来单井测试产量最高纪录，标志着气田二期产建取得新进展。
“焦页 184-2HF 井”地处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构造位于“窄陡”状平桥断背斜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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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建平桥区块部署的重点开发井。
2016 年初，涪陵页岩气田正式启动气田二期 50 亿方的产能建设，并确定二期产建区
主力区块为江东、白涛、平桥、白马等四大区块。涪陵页岩气公司在平桥区块部署 56 口井，
在江东区块部署 71 口。平桥区块的“焦页 188-2HF 井”、
“焦页 184-2HF 井”和江东区块
的“焦页 70-1HF 井”
、
“焦页 70-2HF 井”等井，试气相继获得日产 20 万方以上的高产，
进一步证实二期产建区资源落实、产能可靠，展示了良好的开发前景。
返回目录

【“鄂阳页 1 井”陡山沱组直井压裂试气方案通过审查】
2016 年 10 月 26 日和 10 月 30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组织专家分别对鄂西地
区“鄂阳页 1 井”陡山沱组直井压裂地质设计和“鄂阳页 1 井含气性测试”工程设计进行
了审查，专家组一致认为“鄂阳页 1 井”在牛蹄塘组和陡山沱组均取得了页岩气重要发现。
压裂地质设计在钻探成果基础上，最终确定对陡山沱组实施分 3 段的套管分段压裂改
造，初步设计每段施工液量 1500 方/段、砂量 50 方/段、排量 10-14 方/分，支撑剂采用 100
目和 40/70 目陶粒，射孔密度为 16 孔/米，初步预测压后产量可达 5000 方/天。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题会仪通过了“鄂阳页 1 井”直井压裂方案，
并建议尽快组织现场施工。目前“鄂阳页 1 井”已完成直井钻探，正在组织下套管固井及下
步的直井压裂工程作业。陡山沱组是迄今最古老的含页岩气地层，通过开展陡山沱组直井压
裂试气，力争实现新层系突破，对开启中国元古界海相页岩气调查和勘查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返回目录

【“楚雄盆地东部地区油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通过验收】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检查组赴云南开展外协项目结
题和质量检查工作。中石化地球物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的“楚雄盆地东部地区油气地
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并被评为优秀等级。
项目以楚雄盆地东山凹陷南部为中心，寒武系富有机质页岩为主要目标层，部署实施了
二维地震 91.12km。自 2015 年 11 月 14 日施工以来，项目推进顺利，依次完成了开工检查、
中期验收、野外验收和处理解释交流；并圆满的完成了合同要求，所得成果剖面信噪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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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地质现象丰富，目前项目已进入归档阶段。
返回目录

【“思茅盆地富有机质页岩分布及特征调查”开展质检工作】
2016 年 11 月 1 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检查组前往云南省普洱市对湖南
省煤炭地质勘查院承担的“思茅盆地富有机质页岩分布及特征调查”项目开展野外工作质量
检查。
该项目隶属于二级项目“滇黔桂地区上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其主要目的
为获取思茅盆地富有机质泥页岩特征参数，优选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有利区 1-2 个。检查组选
取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德化乡大沙田村剖面作为质量检查剖面，该剖面主要目的为查明二叠
系上统羊八寨组岩性特征，测量羊八寨组暗色泥页岩层的层数、厚度，并采集富有机质页岩
样品。野外剖面检查证实，羊八寨组与下伏茅口组整合接触，下段主要发育浅灰黄色的碎屑
岩，沉积环境为浅海陆棚相沉积；上段水深变大，主要发育浅灰黄色-灰黑色的碎屑岩，发
育一层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约为 16.8m，沉积环境为浅海-半深海陆棚相沉积，局部为还
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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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宁洱县德化乡大沙田村剖面野外质量检查

返回目录

【“涪陵页岩气开发示范工程”正式启动】
2016 年 11 月 1 日，由江汉油田牵头，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
油物探技术研究院等 10 余家科研院所联合承担的“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涪陵页岩
气开发示范工程”启动会在武汉召开。该项目于 2015 年 9 月通过国家能源局的立项审查。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作为课题三“涪陵页岩气钻井技术”的承担单位之一，将针对涪陵
页岩气田优快钻完井关键技术难题，重点围绕“井工厂”高效钻井、钻井提速工具及柔性低
密度水泥浆体系开展技术攻关与研究，攻克涪陵二期页岩气优快钻井与固井中的关键技术瓶
颈，为建成优质高效的涪陵页岩气示范区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返回目录

【壳牌出售加拿大页岩油气资产】
2016 年 11 月 3 日获悉，壳牌已经达成出售加拿大西部非核心页岩油气资产的协议。壳
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将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已开发和未开发油
气资产出售给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 Tourmaline 石油公司，出售面积约 20.6 万净英亩，这些
资产目前的干气和天然气液体日产量为 2.485 万桶油当量。
据悉，壳牌以约 10.37 亿美元的总价出售，这一价格包含 7.58 亿美元现金和价值 2.79
亿美元的 Tourmaline 股票，资源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北部 Gundy 区域 6.1 万净英亩资
产和艾伯塔省中西部 Deep Basin 区域 14.5 万净英亩资产。壳牌自己则将保留艾伯塔省
Duvernay 盆地约 43 万净英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MontneyFormation 约 21.8 万净英亩的
油气资产。此外，作为交易的一部分，Tourmaline 还将从壳牌手中收购 3 家加拿大天然气
厂和大约 450 英里的管道，价值约 10.4 亿美元。
据悉，这笔交易还有待监管批准，预计 2016 年四季度完成。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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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页岩气田年产值突破百亿元 预计全年产气 50 亿方】
2016 年 11 月 5 日获悉，2016 年 1-9 月涪陵页岩气公司完成产值 105.6 亿元，提前实
现产值突破 100 亿元的目标。
截至 10 月底，涪陵页岩气田已经累计开钻 296 口，投产 233 口，累计产气 84.79 亿方，
销售 81.37 亿方。1-10 月产气 40.88 亿方，预计全年产气 50 亿方的目标将圆满实现。
涪陵页岩气田计划到 2017 年建成 100 亿方产能，并实现年产气 70 亿至 80 亿方。
“十
三五”时期，涪陵区将围绕页岩气勘探开发，大力发展技术服务、管道运输、LNG 储备压
缩及车船运用、装备制造维修等产业项目，预计到 2020 年将形成 300 亿元产值。
返回目录

【四川能投页岩气开发再创新高】
2016 年 11 月 8 日获悉，近日，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参股的四川长宁天然气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宁 H13-5 井”单井测试产量达 43.3 万立方米/天，刷新了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
示范区单井测试产量纪录，标志着能投集团页岩气勘探开发再次取得新的突破。
长宁 H13-5 井是长宁区块宁 201 井区的一口页岩气水平开发井，完钻井深 4470 米，
水平段长 1500 米，Ｉ类储层钻遇率达 92%；该井共实施压裂 20 段，井筒完整率 100%。
该井通过集成应用山地页岩气钻井、压裂技术，集中攻克了多项技术瓶颈，成功获得高产。
截至目前，长宁公司累计开钻井 67 口，投产井 44 口，累计产气超 16 亿立方米。2016
年度计划生产页岩气 10 亿方，截止 10 月底，2016 年累计生产页岩气 9.1 亿方，完成年度
生产计划的 91%，已销售页岩气 8.95 亿方，已实现不含税销售额 10.63 亿元。
长宁公司计划培育 200 万方/天测试产量的高产页岩气生产平台，努力实现到“十三五”
末，累计生产页岩气余 90 亿方的目标。
返回目录

【西南油气田页岩气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截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共投产 113 口井，累计生产页
岩气 31 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经过十年探索，形成了页岩气勘探开发六大主体技术系列，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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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页岩气勘探开发标准规范体系，实现了页岩气配套勘探开发技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突
破，优质储层钻遇率达到 90%以上，钻井周期下降 50%以上，关键工艺、工具、液体实现
了国产化，掌握了 3500 米以浅页岩气勘探开发系列技术，圆满完成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
示范区各项示范任务，建成 25 亿方年产能。
返回目录

【鄂西秭归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鄂秭地 4 井”开钻】
2016 年 11 月 13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湖北省秭归县砖屋岭村部署
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鄂秭地 4 井”正式开钻。
该井钻探工程由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承担，构造位置位于秭归盆地西南翼，主要
目的层为上三叠统沙镇溪组和下侏罗统香溪组黑色泥页岩，设计井深 1780 米，计划全井段
开展钻时录井、岩心录井，岩心荧光录井、气测录井及地化录井，并开展伽马扫描及元素扫
描工作，预计工作周期为 90 天。
“鄂秭地 4 井”的钻探将首次探索南方四川盆地外陆相页岩气，属于新区域、新层系、
新类型、新领域，探索意义大，有望获得秭归盆地陆相页岩气的重要发现。

“鄂秭地 4 井”钻井现场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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