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北京，2018 年 3 月 12 日———全球

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领导者

施耐德电气亮相 2019 中国国际智能建筑展

览会 （IIBE），发布又一款数字化顾问产

品———EcoStruxure Energy Advisor 云能效顾

问，并基于 EcoStruxure 架构，结合 EcoXpert
合作伙伴项目，展示其在优化医疗、商建、酒

店、数据中心等各类应用场景建筑节能增效，

高效运维的专业能力。

智有形，让节能更简单

如今，建筑智能化发展持续升温。在《建

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与数字化时代的共

同推动下，建筑智能化正以物联网、大数据、

BIM 等新技术为引擎加速发展，而部署于建

筑内的设备、系统及应用将获得更富智慧的

统一管理，其产生的数据价值将被更加有效

地挖掘，以满足不同场景下使用者在运维方

面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对此，施耐德电气数字能效业务发展经

理夏梓杰在《数字化助力未来建筑智能运维

管理》的演讲中谈到：“在 IT（信息技术）和 OT
（运维技术）的并行融合下，建筑内人力的转

移，维护面积的增加及对可持续建筑的需求

等因素正在催生新的能效管理方式。作为数

字能效领域的领导者，施耐德电气深知如何

利用新技术满足新需要，并基于面向楼宇市

场的 EcoStruxure 不断完善的数字化部署，通

过先进的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将海量数据转化

为切实可行的智能，达成预测性运维和有效

的业务决策。

继 2018 年发布 Power Advisor 电力顾

问、Building Advisor 楼宇顾问、Facility Advi原
sor 千里眼顾问三大创新应用后，施耐德电气

又于今年推出 Energy Advisor 云能效顾问，

致力于让楼宇运维与能效管理更简单。En原
ergy Advisor 云能效顾问基于云架构提供一

站式整合应用、分析与服务的集团级能源管

理平台，融合数据采集和分析、设备设施优化

管理、测量与验证等核心功能模块，为用户提

供能源信息的存储和展示、智能指标预测、智

能能效诊断、节能量测量与验证、智能筛选最

佳方案和专家顾问分析服务。它可广泛应用

于楼宇、数据中心、机场、汽车工业、医疗等领

域，助力客户实现主动及移动运维，随时随地

挖掘能效潜力，同时及时制定有效节能策略，

并在达成节能降耗的基础上，全面提高资产

管理水平。

慧有心，让行业更进步

此外，基于EcoStruxure，施耐德电气融合

更多数字化创新及多行业应用经验，不断升

级其面向商建、医院、酒店、数据中心等多场

景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对建筑内部各系

统监视、衡量、优化的闭环管理，提升项目从

建设到运营阶段各环节效率和楼宇性能表

现，进一步优化整体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施耐德电气正继续基于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推动行业的数字生态建设。

2019 年，施耐德电气对 EcoXpert 计划加以完

善，将从行业资源、数字化服务、授权升级等

多方面携手合作伙伴推动行业转型。

砥砺创新，引领行业进步是施耐德电气

的责任与使命，也为其赢得了极大的行业认

可。因此，在由中国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及

《智能建筑》杂志主办的行业评选中，施耐德

电气荣膺“2019 智能建筑行业最具影响力品

牌”奖。对此，施耐德电气中国数字能效业务

行业市场总监曲婵娟表示：“作为智能建筑领

域国内顶级的展览会，智能建筑展为我们提

供了与更多行业客户交流、发布重大产品的

绝佳平台。今年，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基于

EcoStruxure 发挥数字化更大价值，并携手更

多合作伙伴，提升楼宇运维效率，实现节能增

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渊贺晶莹 本报记者 王建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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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杨木军

为提高上海的天然气用气保障能力，上

海洋山港 LNG 储罐一期扩建工程开工。项目

进展如何？2019 年 2 月份，我们来到项目现

场一探究竟。

在上海洋山港 LNG 储罐项目基地，可以

看到两个大型储罐已经完成壁板的拼装。据

项目施工方中核五建介绍，基地两个 20 万立

方米储罐是目前国内最大容量的 LNG 储罐，

单体直径 80m、高 56m。自 2017 年 12 月 29
日开建，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建成，投入运营

后可供气 84 亿立方米，通过 36Km 海上输气

管道将进口自马来西亚的天然气通向上海千

家万户，基本可以满足上海市民的日常用气

需求。

据了解，这两个储罐不仅体积大，还创造

了国内最宽板幅的纪录，储罐壁板宽幅达

3711mm，不仅大大减少了焊材，还提升了施

工效率。而支持这一个个新纪录的，则是中国

钢铁制造和加工行业的长足进步。

储罐材料9Ni钢的国产化

9Ni 钢是一种镍含量为 9%的合金钢，作

为厚板领域“王牌产品”，它在极低温度下具

有良好的韧性和高强度，是用于制造大型

LNG 储罐的主要材料之一。但 9Ni 钢生产难

度大、质量风险高，国内仅有极少数钢厂具有

生产能力。为了打破其他钢厂对 9Ni 钢市场

的垄断，宝钢从 2009 年立项研制 9Ni 钢，经

过潜心研发，凭借其优异的产品特性和体系

能力逐步赢得了用户认可，频繁获得 9Ni 钢
用于 LNG 储罐的项目。日前，宝钢股份厚板

部还突破国内原有产品极限规格，推出“超薄

超宽 9Ni 钢”，引起了用户的高度关注。作为

专业提供钢铁材料及加工配套服务的行业领

军企业，大明曾助宝钢成功服务了江苏启东

和上海五号沟两个LNG 项目。

大明宝钢联手服务多个
LNG储罐项目

此次洋山港两座大型 LNG 储罐仍由

宝钢和大明联手服务，储罐外罐使用的是

宝钢 S275 钢种，内罐使用的是宝钢 9Ni 钢
钢种。其中，宽幅达 3711mm 的 9Ni 钢壁板

由大明靖江加工中心提供了后期辅助加

工。所有 9Ni 钢钢板，都要经过宝钢厚板部

工程师、法国 BV 鉴证公司金属材料验收

监理、大明品管人员的严格质量控制检

查。

在内罐钢板的预加工过程中，大明靖江

加工中心全程配合宝钢参与各相关技术评

定，还采用全新引进的奥地利林辛格自动刨、

铣边机及全自动预处理线。为了提高预处理

加工效率和保证预处理质量，宝钢厚板带研

究院、大明集团技术中心鼎力协作，保障交

货。目前，大明靖江加工中心已完成首批 100
张宝钢 9Ni 钢钢板。

每个生意人都希望扩大自己的生意规

模，但这其中包含着诸多挑战。事实上，对于

那些规模不断扩大的企业而言，其中 55%以

上的领导者都曾为企业面临倒闭而忧心忡

忡。

根据巴克莱卡公司针对小型企业所经历

困境及重大事件与扩大其规模之间的关系的

最新研究：有 10 位（即 57%的）扩展型企业的

领导者都曾为其企业未来的发展而踟蹰不

前。（注：扩展型 / 成长型企业指的是至少拥

有 10 名员工，且近三年企业平均年增长率达

到 20%或以上的企业。）

未来的挑战

研究指出：成长型企业面临的最常见挑

战包括：保障员工福利和提升员工对企业的

满意度、为企业挖掘并挽留人才以及保持企

业竞争优势。

2019 年 1月 22 日至 2 月 14 日，英国民

调机构 Opinium（奥普纳姆）通过网络向数家

扩展型企业（即其规模符合经合组织要求的

企业）的高级决策人进行了 500 次在线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什么才是扩展型企

业最为紧迫的问题时，66%的受访者认为是

“员工福利”；至于次级紧迫的问题，64%的受

访者认为是“为企业挖掘人才”；另有 63%的

受访者则认为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及“始

终如一的客户服务标准”。

企业的支持系统

对于应对挑战和创建企业这些问题，四

分之一以上（27%）的受访者会向他们的银行

寻求建议和支持；22%的受访者会通过电话

咨询 IT 服务商；另有 22%的受访者会向当地

的网络公司寻求帮助。总体而言，绝大多数

（91%）的成长型企业希望在外部合作伙伴的

帮助下扩展他们的企业规模。

然而，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对于支持的需求程度还存在着明显

分歧———为了让那些成功的初创企业得以

迅速发展，71%的扩展型企业领导者呼吁

社会能向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

助。

据称，25%的受访者（其所属企业均符合

扩展型企业的标准）竟然不知何谓“扩展型企

业”或对此名词闻所未闻。这种出人意料的结

果瞬时引起人们对这类处于企业生命周期关

键阶段的企业的热议。议论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这类企业的需求是什么；二、他们可获得

的支持又是什么。

此外，该项调查还向我们分享了那些商

界领袖看来标志着初创型企业成长为扩展型

企业的十大“里程碑式的时刻”：

1.拥有更大的办公室或店铺；

2.迅速增长的客户量；

3.推出一个新网站；

4.建立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5.投资于客户体验，而不仅仅是产品；

6.开始进行国际贸易；

7.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启用一套更加可

靠的支付系统；

8.与财务专家共同管理公司账目；

9.聘请人力资源顾问为公司招募并挽留

一流的人才；

10.让企业品牌形象焕然一新，如推出新

的品牌标识（logo）

资金问题

该研究称，尽管扩展型企业自认最适合

从事创新活动，但创新需要资金支持。在受访

者当中，四分之三以上（77%）的人认为：扩展

型企业需要在投资的伴随下成长，且平均每

年会将营业额的 29%用作投资，以确保企业

发展。

作为企业家和作家的比安卡·米勒·科

尔（Bianca Miller-Cole）说道：“在早期阶段

获得所需的支持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即便这种支持只是让你辨识在哪一时刻你

的企业已不再处于初创阶段。我对任何成

长型企业的建议是：要勇于提出问题并始

终将企业发展与创新联系起来。除了你的

产品以外，企业的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企

业活动以及店面布局这些都是你为企业检

验新策略的‘试验田’。最后，以我的经验来

看，扩展企业规模有益于企业的长足发展，

但一路必有荆棘相伴。”

渊Pooja Singh/文 张宇/译袁 译自 En-

trepreneur 2019.2.26冤

姻 李继峰

皖北煤电的“皖煤杰出工匠”郭杰，是钱营

孜矿地质测量科测量班班长，他扎根矿山测量

工作岗位 12 年，始终如一地保持精细工作壮

态，严把“毫米关”，测量“零误差”，被誉为“矿

井罗盘”，成为测量岗位上的一名“尖兵”。

技术精

皖北煤电作为有几万名矿工的大集团，首

评七名杰出工匠。钱营孜矿测量工郭杰成功入

选，这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矿井主、副井绞车定位出现偏差，没有时

间重测，关系到矿井提升安全。钱营孜矿的重

要设备安装，需要测量定位。矿领导首先想到

的是请郭杰来，他测量的数据，大伙都放心。郭

杰经验最丰富，操作最稳。这得益于他多年磨

砺。

郭杰说：“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是测量人

员的一双翅膀，缺一不可。”有些同志过于重视

研究能力，忽略动手能力。

测量仪器的调试无法借助仪器，只能靠眼

力和直觉，精度误差不能超过 5 微米，大部分

人要调好几个小时，而郭杰只要几分钟。“我只

是做得多而已，手熟活细罢了。”

郭杰从部队转业到矿，主动来到自己喜欢

的测量专业。刚上岗那会儿，他虚心请教有经验

的老测工学习，主动和其他技术员交流探讨。

晚上回家，还要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上

网学习业务知识。很快他就能独当一面，成为

业务能手。在日常技术保障中，郭杰严把测量

技术方案设计，动态掌握采掘工程进度，现场

做好技术服务，采掘工作面过断层、开石门等

关键环节，他总是精益求精。

“测量是个技术活，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

给企业带来数万的经济损失，不能有丝毫马

虎。”郭杰常常这样说。

“毫米关”

能吃苦，意味着挥洒汗水的艰辛。就如工

匠喜欢精雕细琢作品，郭杰不断改善自己的测

量手艺，享受着测量中不断“升华”的过程。

“测量是个不断进步的工种，只有精湛的

业务，才能满足日益更新的工作要求。”郭杰在

追求精度上，不断挑战极限。

煤矿测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个

大型工作面的贯通前后需要进行贯通设计、误

差预计、导线复测、陀螺定向、数据平差等数十

道工序。郭杰在地面精确预计，在井下精准测

量。针对井下测量环境复杂，测量放线经常处

在煤尘密集、噪音轰鸣、光线黑暗的“干扰环

境”下进行。为此，郭杰发明一套“灯语”交流方

式，包含放线过程中的所有工序，提高放线速

度和质量，服务一线质量更高。

井巷精准贯通，郭杰提出“一边双检、一站

双测、一算一核”工作法，从测量过程中降低测

量对中误差、观测误差和计算误差。面对工作

面长、距离远、温度高，测量放线经常坐不上车

等难题，郭杰就给出两字：“克服”。

他扛着仪器爬山下坡、一遍又一遍地奔波

于巷道里，有时每天徒步 5 公里以上，累得腿

都抽筋。2018 年上半年，W3221工作面贯通工

程，属于沿空掘进、对头贯通，贯通难度非常

大，导线全长 4090m。针对大型贯通，郭杰和他

的团队，超前谋划，精细贯通设计，认真组织施

测复测，最终实现精确对头贯通，贯通精度优

良，为矿井的生产接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

年来，这个矿先后有 50 余次贯通，次次实现

“零误差”，开创了矿

井测量的奇迹。

真热爱

测量工作，极富

挑战。“责任”是一副

压在郭杰肩膀上的

重担。他把测量当成

绣花，并把测量平

台，将自己的服务向

其它方面拓展。

工作中，郭杰还

主动拓展测量服务

范围，将测量工作辐

射到对回采区上方

铁路专用线、各类输

电线路及时进行了

沉降观测工作。

野外测量，难题多多。在农田里测量，庄稼

得高，这给控制点测量，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郭杰就带斧头砍出一条路来，一天下来，他

的手上都起了水泡。

“有时出汗都湿透了衣服，手一拧都能

拧出水来。蚊子咬起人来特别痛。当汗水和蚊

虫叮咬凑在一块，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矿

地质测量科科长李文阳说，“有时站在仪器

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太阳晒得皮肤又痛又

痒，第二天会褪一层皮。”晴天灰头土脸，雨

天泥泞不堪，艰苦的工作环境，郭杰从没有

打退堂鼓。凭借着专注和坚守，他高质量完

成每一个测量任务。

测量的数据，就是财富。郭杰总是及时把第

一时间，把数据整理出来，提供相关部门，作为

铁路回填、高压线路加固和新村建设的依据。针

对采煤塌陷区内的青苗补偿地、水淹地、附属

物、新村址征地等精准测量工作，他更是严格认

真，杜绝“人为操作”，为企业节约 650多万元征

迁费用，用行动证明“精准测量也是效益”。

近几年，郭杰参与完成：“超长工作面误差

校正方法研究”、“地空协同监测技术在地表变

形测量中的的应用”、“GPS 配合常规仪器在地

表变形观测中的应用”等 10 余个攻关和应用

项目，先后有 3 篇论文获得集团公司的奖励和

表彰。连续三届参加集团公司技术比武，都取

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

“飘”在工地上的
“铿锵玫瑰”

初次见到她时，她满脸的微笑，给人一种莫

名的亲切！在她忙碌的身影后，我们看到了她

的坚守和执着。工作 5 年的她，一直流动在工地

上，工友们都戏称她为工地上的“铿锵玫瑰”。

她在这片属于男性的天空里，绽放出了重庆国

企女性特有的美丽，散发出了重庆国企女性特

有的芳香。她，就是重庆能源巨能川九公司达

州项目部办公室主任许春艳。

项目部的办公室，综合事务既多又繁琐，对

许春艳来说，常年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是常态。

只要工作需要，她都可以放弃任何节假日，上班

的时间就是皮筋，可以拉长、拉长、再拉长……在

抓好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同时，对领导交办的其他

工作，不推诿、不拖延、不敷衍；不管工作多苦多

累，她都时刻保持着打了“鸡血”的状态。

“她和我们一样，常年‘飘’在施工项目，还

兼安全协管；这女娃子特别吃得苦，要是干起

粗活来，比我们男同志还要干练，那真是个‘拼

命三郎’哟。”谈起许春艳，工友们总是称赞不

已。

安全协管虽是她兼职，但她却似为正职。去

年 11 月，项目部在施工现场组织高空坠落应急

演练，当时她正发着高烧，虽工地上寒风刺骨，

但她仍带病到现场协助安监部组织演练，同事

们见她满脸烧得潮红，还不停咳嗽，劝她回去休

息。她却说：“类似的应急演练作用和意义非常

大，对大家非常有帮助，我必须参加，也必须坚

持……”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工地就像一把“火

伞”，她却顶着烈日常去现场宣讲安全知识，为

工人们送清凉饮料和防暑药品；工人们个个晒

得苦不堪言，她还带劲得很，看到满脸晒得通红

的她，汗水夹杂着泥土打湿了衣服，工人们打趣

地说：“你都晒成非洲黑人了，回去你幺儿认不

到你哟……”“只要大家安全没问题，晒成黑人

也是另一种美呀。”许春艳一边擦着汗水一边

回答说。

为了工作，许春艳甚至把自己的身体健康

和女性追求的美丽都摆到一边。有人调侃她说：

“你把健康、青春美丽奉献给了川九，不怕老公

甩了你？”但她却笑着说：“我现在不也是很健康

和漂亮吗？”

正因为许春艳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她多次

被评为了项目部先进个人及最佳安全协管员。

生活中的“温暖符号”

许春艳和丈夫王强在同一个项目部上班，

由于两人长期在偏远山区，6 岁儿子只能留在

老家由父母照看，对儿子都有着深深的愧疚。

许春艳说：“有时想儿子时很想放声大哭，

但想到自己的工作，想到要支持丈夫事业，无

论内心多么难受，我都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然

后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一

定要坚持！”

她是一个生活很简朴的人，朋友穿名牌戴

名品，她从不攀比，从不讲排场，对自己特别苛

刻和节约，很难得买件新衣服，但很舍得在双方

父母身上花钱买营养品，还悄悄为家人添置新

衣……

丈夫王强是工程部部长，白天在工地上忙

碌，晚上经常加班绘制图纸，许春艳深知他工作

强度大，家里大小事务主动承包。担心他身体

吃不消，无数个夜晚，她都备好夜宵等候丈夫加

班回来，时而还将热腾腾的面条端到办公室。

有时丈夫工作疲惫或遇到难题，她特别心疼，沏

茶、捶背、安慰、鼓励……想尽一切办法温暖他。

在她的支持和关心下，丈夫王强 2017 年被

评为测量工程师，并从测量员晋升为工程部

长，个人获得公司岗位贡献奖，管理的部门荣获

公司生产先进集体。

许春艳用她那坚忍不拔的性格，贤惠体贴的

个性，这朵“铿锵玫瑰”在漫天飞舞的灰尘和嘈杂

烦乱的工地上，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渊彭光淑冤

国内最大 LNG 储罐上海开建
建成可供气 84 亿立方

施耐德电气携Energy Advisor云能效顾问登陆2019中国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成长型企业面临的最常见挑战

“测量尖兵”郭杰

注销公告
成都市优圣乐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331977596D）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好喜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MA62PP5F9P）股东决定注
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荫成都嘉远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6577378091U）
遗失，声明作废。

荫成都中川企业营销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510107000285221）；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51010755898917-X）均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荫四川省万里行旅游资源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 、副 本（注 册 号 ：510106000402607）；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副 本（税号：510106394351814）遗失作废。荫成都申扬贸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 （注 册号：510107000236161）遗失作废。荫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开具的郭军岑水电预
存款 2000 元，票号 3070722，

声明遗失作废。
荫四川妙语珊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7MA6B2J094F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四川映帆岚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B5FB6
5F）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四川惜容玟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B6PJ93
M）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四川梦琪佳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7MA65WJDB1
U）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兹有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分包承建的成
都帝伦大酒店 5 层样板房 FK1
房型装饰工程及 5 层样板房走
道装饰工程已于 2018 年 6 月
全面完工结算，如该项目尚有
欠材料款、人工费的单位和个
人，请于公告登报之日起 15 日
内联系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
结清账务，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丁女士
联系电话：17708170296
特此公告
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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