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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摘下了“贫油国”的帽子。作为曾经的第一大
油田，大庆油田始终肩负着中国能源安全“压舱石”的重担。时移势
易，“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又给大庆提出了新的目标。面对挑战，这
座曾经的丰碑依然坚守着标杆和旗帜的信仰，准备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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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的石油产业，大多数人

的第一反应是大庆。在6000多平方千

米的油田里，几万台“磕头机”不分昼

夜、不知疲倦地往返摆动。初到大庆，

随处可见的“磕头机”仍然是这座城市

最独特的风景线。

但在发现油田之前，中国地理上

从未有过“大庆”这个地名，这座世

界著名的石油和化工城市，这颗中国能

源跳动的“心脏”，是在曾经的荒原上

“长”出来的。

       从无到有的石油之城
大庆坐落在著名的地质构造“大庆

长垣”上，大庆长垣是中国已发现的最

大的油气聚集带，南北长150千米、东

西宽6~30千米。

1959年9月26日，松嫩平原上大同

小镇附近的高台子上名为“松基三井”

的石油钻探井突然喷出一股棕褐色的油

流，大庆油田就此发现。

大庆油田发现的时间正值新中国成

立10周年，时任黑龙江省第一党委书记

欧阳钦认为，油田是“向祖国献上的一

份厚礼，是喜上加喜，应该大庆”，因

此提议将油井所在地肇州大同镇改名，

“就叫大庆吧”。从此，这座荒野上的

小镇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后，钻探范

围随即扩大。此后几年中，以松基三井

为中心，人们陆续发现了在高台子和葡

萄花构造上三口位于“大庆长垣”不同

高点上的探井——萨66井、杏66井和

喇72井。

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与地理优势，

让大庆油田在起步后发展迅速，但是

“从0到1”的过程依然充满艰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上下对石油

的渴求真是千言万语难以表达。1960

年年初，中央决定在大庆举行一场“石

油大会战”。数以万计的“会战大军”

向大庆挺进。4万多名转业官兵、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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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科技工作者汇集到名不见经传的

萨尔图火车站，涌入这片荒原。

会战工人们喊出了“三要”“十

不”的口号。其中，“三要”一是要

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二是要高速

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是要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为国争光。“十不”则包

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

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

短、不计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

分分内分外、不分前方后方，一心为会

战的胜利。

当时，除了少量油井，油田地区几

乎还是一片荒原。但随着赶来大庆参加

生产的工人越来越多，大庆的城市格局

逐渐形成，这颗年轻的“心脏”开始了

它的跳动。

       流淌在血液里的铁人精神
大会战开始了，但天公不作美。

1960年的夏天，阴雨连绵，屋里找不

到一处不漏雨的地方。到了冬天，最冷

时气温逼近零下40摄氏度。更大的困难

还是饥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石油工

人一天只有五两粮食供应，被称作“五

两三餐保会战”。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

件下，职工硬是把会战拿了下来。

“石油大会战”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也一直

和“大庆精神”画上等号，流淌在这座

城市的血液里。

王进喜曾说，为了拿下大油田，

他宁肯少活20年。1970年10月1日，王

进喜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个月后因

积劳成疾逝世，终年47岁。跟随王进

喜来到大庆的1205队的36位队员，不

到60岁去世的一共29位，其中不到50

岁去世的15位。1205钻井队，最终打

破了美国“王牌”钻井队和苏联格林尼

亚“功勋”钻井队创下的纪录，被称为

“钢铁”钻井队。在新中国工业建设的

艰难起步阶段，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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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美的画卷。

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铁人精神”带领下，大庆的城市建

设和石油产量一样开始飞速前进，亘古

荒原建起了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不过时间在走、形势在变，2014

年起，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2016年，

油田陷入历史上第一次整体性亏损，大

庆也开始遭遇了新发展时期的考验。会

战时期的艰苦来自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

物质条件匮乏，新发展时期的困难变成

了资源接替不足、稳产压力增大、基础

设施老化、老企业历史包袱沉重……

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

比困难多。

此后，大庆人重新拾起艰苦奋斗

的精神，坚持量入为出、低成本发展，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油气完

全成本和操作成本同比实现“双降”，

同时深入推进油气增产、降本增效、

队伍建设，充分挖掘潜能。从2016年

整体性亏损，到2017年年中生产经营

指标全线飘红，再到2018年年底经营

收入、利润总额、税费创3年来最好水

平。2020年，大庆油田完成油气当量

4302.9777万吨，其中国内原油产量和

海外权益产量双双超出计划，天然气产

量达46.6亿立方米，年产销量实现“十

连增”。

       绿色发展新机遇
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中和、

碳达峰”目标，这无疑是给传统化石能

源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其他地方

寻求转型之路时，大庆却并不慌张，因

为这座因油而生的城市，早已将绿色发

展的新机遇置入了脉搏之中。

在 高 唱 “ 我 为 祖 国 献 石 油 ” 的

同时，大庆开始了绿色转型的步伐。

2010年，大庆提出“建设生态自然

现代宜居城市”，自此加快了生态油

田、美丽油田建设步伐。2017年，大

庆出台了《关于争当全国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排头兵的意见》，提出打造

中国绿色生态典范城市，推进工业文

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并进，在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中树立大庆的实践模板、

示范样板。

今天，在大庆油田“石油广场”

上，林间木栈道不时有人散步，而这

里曾是一片盐碱滩。“马鞍山生态

区”大棚内温暖如春，无花果、蟠桃

等反季生长。室外，由枫树和槭树等

组成的红叶谷，正等待着来年春天的

唤醒。

在优化生态的同时，大庆也在全球

低碳化浪潮中寻求接续产业发展的新机

遇。 

大庆自身拥有光伏产业发展的良

好条件。首先，日照充足，大庆市年日

照小时数为2600~2842小时。其次，大

庆市现有500千伏变电站2座，220千伏

变电站17座，110千伏、35千伏变电站

121座，总容量12358兆伏安，具有较

强的电力接入和消纳能力。另外，还有

丰富的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地、

草地等未利用土地资源，利于发展光伏

发电产业。 

2021年1月，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

同意国内首个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

平台（基地）落户黑龙江省大庆市。该

平台将填补国内光伏、储能行业户外实

证实验空白。

光伏利用只是大庆低碳产业发展的

一部分，风能、地热等其他新能源产业

也展现出勃勃生机。

冬日的杜尔伯特巴彦查干乡5万千

瓦风力发电场项目区内，空旷的草原绵

延不绝的发电机组，巨型叶片迎风旋

转，让风瞬间转化为电能，照亮千家万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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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替代电量约5亿千瓦时。

大庆的石油供应始终是中国能源安

全的“压舱石”，石油稳产的压力始终

不小，而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指引下，清洁能源转型又势在必行，两

者都对大庆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

议时指出，“大庆就是全国的标杆和

旗帜，大庆精神激励着工业战线广大干

部群众奋发有为”。相信大庆、黑龙江

省，甚至是全东北地区，能够在“铁人

精神”的指引下，传统能源供应保障与

新能源转型并重，做好标杆，扛起旗帜

再出发。

作为国内罕见的大规模地热富集

区之一，大庆地热利用多点开花，涉及

供热、温泉洗浴、疗养、种植、养殖、

宾馆酒店等多个领域。未来还将重点发

展地热建筑物采暖、地热医疗、工业原

料、地热发电等。

       拥抱转型再出发
前些年，曾有不少人质疑，大庆

这座只有石油的城市该如何持续发展。

但是，大庆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份质

疑。

近年，大庆积极拥抱新能源转型。

截至2021年3月，大庆电网电源总装机

容量6561.5兆瓦，其中在运风电场16

座，总装机容量1772.5兆瓦；光伏电站

30座，总装机容量1865兆瓦。

2020年9月，萨尔图区公交站充电

站投入运营，满足全市共计500余辆电

动公交及通勤车的充电需求，累计充电

量达1千多万千瓦时，很大程度上节省

了燃油消耗，降低了碳排放量，缓解了

城市雾霾压力。

大庆因油而生，石油产业也是电

能替代的重点，“以电代油”能源发

展战略成为开展电能替代的主要方向。

目前，国网大庆供电公司正在推进研究

现有柴油钻机改造为电动钻机的技术方

案，以减少成品油消耗，降低生产操作

成本。通过开展油田钻机油改电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