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林其人

当时深圳石油主要是
做石油贸易，利用中石油这
层关系 ， 批条子搞油品贸
易， 后来又建了中油大厦 ，
大厦里面建了四星级酒店
搞接待服务。

8月 27 日 ，国资委网站
上公布了李华林、 冉新权 、
王道富接受组织审查的信
息。

一个月前 ，国资委宣布
任命李华林担任中石油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 从公开
的履历来看 ， 曾经在 2007
年 11 月担任中石油股份公
司副总裁 、 并在 2009 年 5
月被委任为中石油董事会
秘书的李华林。 此次任命之
后，李华林不但晋升为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还成为中石
油党组成员。

中石油集团公司公开
的信息显示，加上此次落马
的中石油集团公司原副总
经理、党组成员王永春和李
华林，中石油一共有十位党
组成员。 出生于 1962 年 10
月的李华林，1983 年 7 月从
西南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
探专业大学毕业，就开始进
入石油系统工作，能够在 30

年后晋升党组成员，位列中
石油集团十位高层之列，殊
为不易。

公开的履历显示 ，在加
拿大、哈萨克斯坦等中石油
驻外公司任职后，李华林在
2001 年 1 月起任中国石油
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并于 2001 年 12 月兼任
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下
称“深圳石油”）董事长。2006
年 7 月起， 任深圳石油董事
长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石油逐渐从石油贸
易向其他领域拓展。 熟悉该
公司的人士说：“当时深圳石
油主要是做石油贸易， 利用
中石油这层关系， 批条子搞
油品贸易， 后来又建了中油
大厦， 大厦里面建了四星级
酒店搞接待服务。 ”

李华林在担任深圳石油
董事长之时， 也是深圳石油
法定代表人。

搭档陶玉春

记者了解到， 在中石油
四高管落马前， 陶玉春就已
被有关部门控制接受调查 。
目前，陶玉春仍在“控制”之
下，一知情人士称，陶玉春是

中石油案的关键人。
而在李华林担任深圳石

油董事长期间， 陶玉春成为
了他最为倚重的部下。

记者了解到， 在中石油
四高管落马前， 陶玉春就已
被有关部门控制接受调查 ，
目前，陶玉春仍在“控制”之
下，知情人士称，陶玉春是中
石油案的关键人。 在李华林
担任中石油香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期间， 陶玉春在该公
司担任部门经理。 而在李华
林出任深圳石油董事长期
间， 陶玉春相继出任深圳石
油经理、总经理。李华林的履
历中 ，2007 年 11 月起被聘
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副总裁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
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
理。李华林提升之后，陶玉春
也顺利上位。 2007 年 12 月
16 日，陶玉春以深圳石油董
事长、 总经理的身份出席了
徐州华气新能源有限公司成
立仪式， 徐州当地官员予以
了热情接待。 这也是陶玉春
接任深圳石油董事长一职
后， 首次以相关身份公开亮
相。

陶玉春能够同时担任深
圳石油董事长和总经理，中
石油内部人士也曾与记者谈

及， 这与中石油领导格外器
重陶玉春关系密切。

2008 年 9 月 1 日，中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了 “关于组建中石油昆仑天
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有关问题
的通知”，该文件号为“石油
人事【2008】24 号”。 9 月 24
日， 中石油任命陶玉春为昆
仑利用总经理。

推动昆仑利用成立 ，进
军下游市场，曾被当时中石
油领导视为 “华丽转身 ”。
按照中石油实现上下游一
体化的意图， 昆仑利用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 该
公司拟定了在 2015 年 CNG
(压缩天然气 )加气站总量达
到 2000 座 ， 年销售量超过
100 亿立方米， 市场份额接
近 70%的目标。 围绕这一目
标，陶玉春实施了激进的计
划， 在陶玉春被控制之前 ，
昆仑利用不但承担了国家
重点工程深圳 LNG 项目，而
且旗下还拥有了 160 多家
公司。

2012 年 3 月 20 日 ，刚
过 完 50 岁 生 日 的 陶 玉 春
（1962 年 3 月 14 日出生）的
好运走到了尽头。“陶玉春是
3 月 20 日出事的。 ”一位不
愿具名的中石油知情人士对

记者透露，“出事后的第二天
早上九点， 中石油人事部就
宣布了昆仑利用将进行调
整。 ”

2011 年中石油内部曾
经对昆仑利用进行了审查 ，
这一内部审查并没有给陶玉
春带来压力。 到了 2011 年 7
月， 国家审计署派出的人员
对昆仑利用进行了持续三个
月的审计， 直到 2011 年 10
月才审计结束。 昆仑利用原
内部人士反映， 此次审查查
出了 24 大类问题，而且重点
放在了深圳石油。

对于陶玉春的问题 ，有
关部门还在继续侦查。

目前 ，昆仑利用尽管尚
未在工商登记中注销，但是
其主要业务已经划入昆仑
燃气管理，事实上成为了昆
仑燃气的华南分公司。

“胜利油田”交集

刻下胜利油田烙印的陶
玉春， 并不是一年多来唯一
落马的曾有胜利油田履历的
人员。

接近陶玉春落马一 事
的知情人士透露与此有一
定的联系。 事实上，2011 年
审计署审查昆仑利用时，其
重点就在于李华林和陶玉
春主掌深圳石油期间的问
题。

而在记者调查期间 ，还
发现一个联系。 陶玉春起家
是在胜利油田。 陶玉春的同
事透露，陶玉春从胜利油田
基层起步擢升后，曾经担任
胜利油田供应处副处长。 记
者了解到，籍贯山东日照的
陶玉春系山东胜利石油学
校（后改为山东胜利职业学
院）85 届采油工程专业。

由于生活以及学习 、工
作上的渊源，陶玉春在昆仑
利用业务拓展中，频频与胜
利油田关系密切的公司发
生联系。 陶玉春落马后，一

些项目也相继中止。 其中 ，
昆仑利用与山东胜利股份
在广西南宁设立南宁中石
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
司一事最终泡汤。

今年 6 月， 担任过四川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四
川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
重违纪被组织调查。 郭永祥
的一生与胜利油田联系非
常密切。 1972 年，郭永祥成
为了胜利油田孤岛指挥部
作业 27 队工人。 但是，喜欢
文学的郭永祥逐步走向了
文字工作领域。 1973 年，郭
永祥就成为了宣传干事 ，并
一步步成为了胜利油田党
委调研室主任。 1990 年，郭
永祥调往中石油总部 ，并在
随后担任了中国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研究室副局级研
究员、副主任。 而在其后的
履历中，郭永祥长期担任高
层秘书，最终官至四川省委
常委 、省委秘书长 ，成为副
部级干部。 而在四川担任要
职期间， 郭永祥与中石油 、
中石化的关系也颇为密切 ，
频频参加相关项目的活动。

1998 年，胜利油田划归
中石化。 但是，从胜利油田
走出来的优秀干部，遍布中
石油和中石化。 其中中石油
原掌门人、现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蒋洁敏就曾在胜利油
田工作。 公开履历显示 ，蒋
洁敏亦于 1972 年进入胜利
油田，并在胜利油田稳扎稳
打做到胜利油田管理局副
局长。 1994 年，蒋洁敏从胜
利油田调离，由此开始了步
步高升的历程。

记者在采访陶玉春案件
期间， 曾经多次以电话 、传
真、邮件形式与中石油集团
以及中石油股份公司相关
部门联系，但是均无明确回
应。 此次，中石油“地震”之
后， 记者与相关部门联系 ，
依然没有反馈。

据人民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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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洁敏 ，男 ，汉族 ，1955
年 10 月出生于山东阳信 ，
1972 年参加工作 ， 中共党
员， 毕业于中央党校省部级
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
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
级经济师。

历任胜利油田管理局副
局长、党委常委；青海石油管
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石油
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重组与
上市筹备组组长；中石油股份
公司副总裁； 青海省副省长、

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中石
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
书记兼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
事长、总裁；中石油集团公司
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石油股
份公司董事长、总裁；中石油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
中石油股份公司董事长。

现任国 务院 国 资 委 主
任、党委副书记。中共第十七
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
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
员。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 曾任中石油董事长

新华网北京 9 月 1 日
电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 ，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 党委

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
纪 ， 目 前 正 接 受 组 织 调
查 。

蒋洁敏简历

★延伸阅读★

中石油落马高管背景揭秘
与郭永祥同属“胜利油田系”

中国石油的反腐大网正在撒开。 在中纪委、国资委先后披
露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接受组织审查的消息后，8
月 28 日，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召开万人视频会议通报情况。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石油”）及昆仑能源当日
在 H 股市值蒸发超过了 217 亿港元。 这与中石油前任掌门陈
同海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所引发的情况不无二致。

多个独立消息源向记者证实，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
公司（下称“昆仑利用”）原总经理陶玉春目前仍处在有关部门
的控制之下，并仍在接受调查。 在“中石油四高管”接受组织审
查之前，从 2013 年上半年开始，陶玉春就已开始配合有关部门
的调查工作，业界认为陶玉春为相关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陶玉春和其后接受组织审查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郭永祥、 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均曾任职中石油胜利油
田。 而随着中石油反腐大网的撒开，在石油石化系统内部十分
熟知的“胜利油田系”逐步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 陶玉春（资料图） 李华林（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