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来到某潜艇部队，登上潜艇，同艇员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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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钻井废弃液变成“矿泉水”
整体技术国内领先，获江苏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

这家扬企“接招”行业巨头，研发出石油开采直排处理系统———

通讯员 吴宝宏 本报记者 吴忠祥

在扬州驰城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产品陈列室里， 有两瓶清澈的
“矿泉水”，看上去与超市里卖的矿
泉水没有两样。一个石油与环保机
械制造企业，为什么要把两瓶“矿
泉水”放在产品陈列室？董事长曹
华敏告诉记者：“这是从东海海床
下3000多米深处打上来的，对于我
们，比黄金、钻石还要金贵。”

原来，这两瓶“矿泉水”是由世
界最大的能源行业产品供应服务
商哈里伯顿公司开采的，送给驰城
作为设备处理的样本———把海洋
钻井石油开采过程中的废弃液进
行绿色处理，最终达到这两瓶“矿
泉水”的标准。依靠自主研发的压
裂返排液直排处理系统，驰城做到
了这一要求，而且去年还获得了江
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

“守护碧水蓝天，建设美丽中
国。” 在扬州驰城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办公楼一楼大厅，电子显示屏上
的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东海石油
钻井开采废弃液处置项目是我们
这个处理系统的第一个大订单，公
司集中力量全力服务。” 曹华敏告

诉记者。
驰城为何如此重视这个项目？

原来东海石油钻井开采工程是中
海油所属， 由哈里伯顿公司总包。
面对这两个国内外行业巨头，作为
扬州建华村工业园的一家小企业，
驰城如何获得青睐？

原来，早在三年前，哈里伯顿
公司总包中海油东海石油钻井开
采工程，通过“筛选”比对最终向驰
城抛来“橄榄枝”，希望由其提供石
油开采直排处理系统技术服务 。
“海洋生态保护对石油开采要求越
来越高。特别是钻井过程中产生的
大量岩屑、 水基泥浆等废弃物，必
须绿色处置。”曹华敏介绍。

对于驰城来说，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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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
预祝本届世界杯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15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刚刚成
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我倍加珍视同总统先生的深厚友
谊，倍加珍视中俄关系的大好局面。
在中俄各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 ，
在世界大势和热点问题纷繁变化的
重要节点，我们两人及时保持沟通，

中俄两国彼此互为牢固稳定依托 ，
相互给予坚定有力支持， 维护了两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了地
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和公平正义 。我
愿继续同总统先生一道， 引领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
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祝贺俄罗斯世界杯胜利
开幕， 预祝本届世界杯在俄方精心
组织下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再次祝贺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在习近平主席主持下取
得圆满成功 ，感谢中方给予的热情
接待。普京表示，不久前 ，我对中国
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同习近平
主席就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达成重要共
识。我非常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个
人友谊 ，愿继续同习近平主席保持
密切联系 。我真诚祝愿在习近平主
席领导下 ，中国发展取得更伟大的
成就。

贯彻转型建设要求 锻造海上精兵劲旅
习近平在视察北部战区海军时强调———

据新华社济南6月15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11日下午视察北部
战区海军， 强调要坚决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 ，
贯彻转型建设要求， 锻造海上精
兵劲旅，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
的各项任务。

夏日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
清风。15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某
潜艇部队， 首先听取了部队建设
有关情况介绍。军港码头上，前不
久参加过南海海域海上阅兵的某
新型潜艇伏波静卧，满旗高悬，艇
员们在艇面上分区列队， 精神抖
擞迎接习近平到来。 习近平登上
潜艇，走到艇员们中间。习近平一
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
潜艇兵们， 他关切询问官兵的工
作生活情况。 了解到官兵们爱岗
敬业、战风斗浪，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时，习近平点头赞许。习近平下
舱室、进战位，详细了解武器弹药
技战术性能。 他勉励官兵们坚定
理想信念 ，建设坚强集体 ，把打
赢本领搞过硬。 习近平在潜艇航
泊日志上郑重签名。离开码头时，
习近平特意走向停泊在附近的另
一艘潜艇， 向整齐站坡的官兵们
挥手致意。

习近平在综合模拟楼察看了

潜艇部队训练情况。模拟训练设施
怎么样？能不能满足需要？有没有
实际困难？习近平边走边看，问得
很仔细。得知训练设施能够较好模
拟实装性能参数， 官兵们在这里得
到很大锻炼，习近平很高兴，叮嘱有

关方面加强训练条件建设，为部队
训练提供有力支撑。在声纳听音训
练室，官兵们正紧张进行声纳听音
识别训练。 习近平现场出题抽考，
官兵们踊跃作答。看到一名战士报
出的答案准确无误， 习近平竖起大

拇指为他点赞。
离开潜艇部队， 习近平来到

北部战区海军机关， 亲切接见北
部战区海军副师职以上领导干
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 习近平听取了北部战

区海军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要正确把握国家
安全形势变化， 抓紧推进军事斗
争准备，做好作战筹划、力量手段
建设、指挥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
要认真落实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
和军事训练大纲，加大训练强度，
创新训练模式，严格训练监察。要
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加
强针对性训练、实案化训练、指挥
员训练，加强军事斗争一线练兵。

习近平强调， 要用好改革有
利条件，贯彻海军转型建设要求，
加快把精锐作战力量搞上去 。要
积极探索实践，扭住薄弱环节，聚
力攻关突破，加快提升能力。要加
强前瞻谋划和顶层设计， 推进海
军航空兵转型建设。

习近平指出， 要毫不动摇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加强各级
党组织建设，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反腐，从严抓好强化战斗队思想、
落实战斗力标准工作， 把从严要
求落实到部队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要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满
腔热忱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把
广大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充分调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 部队要做好军
民融合发展工作， 搞好同地方有
关部门协调配合， 加强制度机制
和发展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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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在人
民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党中央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报社全体新
闻工作者和离退休同志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人民
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70年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人民日报坚
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 与党
和人民同心同德， 深入宣传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热情报道
人民的伟大实践，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创造了光荣历史。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
经开启。 人民日报要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忠实履行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深
化改革创新，加强队伍建设，改进
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全
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15日上午， 人民日报社举行
庆祝创刊7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深入人心，壮大主流舆论，
传播主流价值，做宣传新时代、记
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排头兵。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和老职工、青
年记者编辑代表先后发言。

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
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8
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
中共中央机关报。经过70年发展，
人民日报社现拥有报纸、杂志、网
站、 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400多
个发布终端 ， 覆盖用户总数达
7.8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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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涛） 14日下午，
代市长夏心旻主持召开市级层面“6+
X”招商活动情况汇报会。他强调 ，市
级层面招商引资要围绕年初目标，聚
精会神、聚焦发力，要抓得紧而又紧，
实而又实，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持续动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
扬，副市长余珽，市政府秘书长尤在晶
参加会议。

夏心旻充分肯定了市级层面招商
引资活动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由商务
局、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工商局、
农委等部门牵头 ， 相关部门参加的
“6＋X”招商活动是招商引资的有效抓
手， 经过前一阶段努力， 市级层面的
“6+X”招商活动组织推进有序 ，招商
计划完成较好，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
以来，集中签约项目316个，其中10亿
元以上民资项目42个、2000万美元以
上外资项目64个， 特别是落实了总投
资30亿元的九龙汽车10万辆纯电动乘
用车及配套件项目、 总投资35亿元的
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项目、总投资3
亿美元的香港超级能源项目等一批重
大产业项目。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
些地方对招商引资工作思想认识不到
位，领导精力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到位，
对新形势下招商引资工作研究不深，针
对性不强，专业化招商水平不够，招商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

夏心旻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对招
商引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 。推进 “6+
X”招商活动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决
策部署，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赢得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关键所在。去
年， 为全面落实市委全会报告和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重大项目建设，
特别是产业项目建设的要求， 以高质
量的项目招引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的
发展，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开展“6+X”
招商活动的决策部署， 并制定了活动
方案，提出了明确目标要求。组织开展
好市级层面招商活动， 以此带动全市
面上的招商引资工作， 是市政府今年
及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各相关
部门和各县（市、区）、功能区必须坚定
不移、集中精力、一以贯之，聚焦项目,
抓紧抓实抓到位。 要通过招商集聚各
种资源要素， （下转4版）

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周继业朱民阳等参加活动

省政协来扬督办重点提案———

本报讯 （记者 周晗） 6月
14日至15日， 省政协组织部分
委员和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
就周岚、姚冠新、杨文喜等委员
提交的关于统筹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重点提案， 来扬州
市进行督办。 省政协副主席周
继业，市政协主席朱民阳，扬州
大学党委书记姚冠新， 副市长
余珽，市政协副主席王骏、秘书
长汤天波等参加活动。

委员们实地考察了扬州市
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和运河
沿线文化遗存保护及高邮运河
沿线生态保护修复、 环境建设
和旅游发展等情况， 并听取省
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和扬州市
政府的情况介绍， 详细了解关
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相关情
况。

在15日召开的督办会上，
周继业说，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
文明史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
历史价值最高的人工河流，是
我国古代南北水运的大动脉，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我们
要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做好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责任感、使
命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
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 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
文化遗产。

督办组强调，要立足长远，
科学系统地编制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规划。 全面了解大运河现
状和文化遗产资源， 挖掘节点
城市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把
握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与利用的核心内涵和推进思
路。要突出重点，高质量推进我
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突出文
化底蕴， 建设高品位的文化长
廊；突出生态特征，建设高颜值
的生态长廊；突出产业引领，建
设高效益的经济长廊。 要加强
统筹， 汇聚江苏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整体合力， 为推动大运河
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贡献智慧和力量。

携手共建绿色家园
西气东输苏北管理处“牵手”文昌花园社区

本报讯 （桂香 丁云） 昨
天，西气东输苏北管理处与文
昌花园社区正式“牵手”，建立
互帮互助互学的文明共建关
系 ，在文昌花园社区成立 “西
气东输爱心书屋”和管道保护
志愿宣传队，让更多人了解天
然气，共建绿色家园。

西气东输苏北管理处作
为西气东输管道公司驻地在
扬州的一个地区单位 ， 管辖

着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893公
里天然气管道和19个场站运
行，为下游52家用户分输天然
气 。2006年进入扬州以来 ，累
计向主城区供气超过10亿立
方米， 相当于代替标煤130万
吨，减少有害物质排放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酸性气体排放
440万吨。

拧一拧开关，就能用上清
洁高效的天然气。 （下转4版）

参观者在博览会现场欣赏“玉树石”展品。新华社发（庄文斌 摄）

触摸扬企发展
新脉动
市经信委、扬州日报联办

新华社昨播发图片聚焦2018中国（扬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暨第十三届中国玉石雕精品博览会———

传统工艺巧夺天工
文创产品争艳展会

详见3版

新玉种与“扬州工”寻求战略合作

C:\library\RB\RBA01\06$16\RBYAOWA1616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