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获悉，近日，中国

能建葛洲坝集团与巴基斯坦 DESCON 公司

组成的联营体，与业主巴基斯坦水电开发署

签署关于巴基斯坦莫赫曼德水电站项目合

同协议。项目合同额折合人民币 125 亿元，其

中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为联营体牵头方，合

同占比 70%。该项目的成功签约标志着中国

能建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能源合作领域

再获新突破，将为“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

注入新动力，续写中巴友谊新篇章。

莫赫曼德水电站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开伯

尔-普赫图赫瓦省。该项目是巴基斯坦政府

筹资兴建的旗舰工程，电站装机容量为 80 万

千瓦，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 20 万千瓦的混流

式机组。项目主要内容包括进场道路和业主

营地、大坝及附属工程、灌溉设施及附属工

程、机电设备和水工金属结构的设计、供应和

安装等。

莫赫曼德水电站具备防洪、发电、灌溉、

供水等综合功能，建设高峰期将为巴基斯坦

创造 6000 个就业岗位，全部投产运营后年平

均发电量将达 28.62 亿度，新增灌溉面积

16700 公顷，为巴基斯坦当地民众每年提供

1.4 亿立方饮用水，年经济效益将达到人民币

25.8 亿元。项目对于减轻洪水灾害、缓解巴基

斯坦电力短缺、提高粮食安全、改善当地民生

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 3 月 7 日，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

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凭借过硬的业绩、优良

的技术方案和竞争力的报价，通过国际公开

竞标的方式，成功中标莫赫曼德水电站这一

重大水利能源现汇项目。 渊观察者网冤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十八届上海国际

汽车工业展览会即将拉开帷幕，全球汽车厂

商云集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揭幕新车发布。

在商用车领域，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全新产品———

“车罐一体智能危化车”即将上市发布，为危

化品运输行业提供一揽子高效、安全、系统的

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危化品运输作为特种物流运

输行业，对运输车辆安全有着极为严苛的标

准与要求。此次上汽红岩携手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政府主管部门、行业零部件企业、行

业用户、智能网联科技公司以及改装企业等

共同打造的“车罐一体智能危化车”，则为危

化运输行业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引发了

行业众多的关注与期待。

该车率先采用用户全流程参与的大规模

定制，让用户可以参与到车辆的定义、开发、

验证、销售、营运等全过程，更创新融合“高智

能”+“一体化”配置，使其在安全性方面又上

升到新的高度。作为我国最早的重卡合资企

业，上汽红岩多年来一直视安全如生命，不止

危化车，红岩所有车型的安全性能都受到市

场的广泛认可，成为其攻城拔寨、创造“红岩

速度”的核心竞争力。

想要了解新车更多的与众不同之处，不

妨 4 月 17 日上午移步到 3A07 号展馆的上

汽红岩展位，一睹车罐一体智能危化车的风

采。 渊杨建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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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曲道奎

荩荩荩咱紧接 P1暂

姻 新华社记者 王莹 彭卓

他摘下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中国

最大机器人“王国”的掌舵者。

他是科学家，是企业家，更是追梦人。他

坚信，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他笃定，以祖国

的名义拼搏，星空中有更璀璨的未来。

他，就是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曲道奎。

我对“机器人”有无限向往

“‘机器人’这三个字令我无限向往。”

作为全国机器人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

曲道奎已经在机器人领域奋斗了 30 多年。

1983 年，大学毕业后，曲道奎师从时任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机器人技术的奠基人和先行者蒋

新松，正式打开了进入机器人世界的大门。在

这里，他不仅学到前沿系统的专业知识，更传

承了“敢为天下先”的拼搏韧劲和科学精神。

“老师有一句名言‘活着干，死了算’，他一生

都在身体力行，也把这种奋斗精神言传身教

给我们。”

1986 年，25 岁的曲道奎出任国家 863 科

技计划一个课题组的项目组长。他废寝忘食，

有一天在实验室加班到晚上 10点多，一边想

问题一边往外走，整个人撞在玻璃上，手上划

了条大口子。“第二天正巧项目汇报，我就一

只手吊着绷带，一只手做演示汇报。”

就是这个项目，让中国机器人从单一机

械臂模式，进入了双手协调控制时代。

1992 年，曲道奎前往德国萨尔大学做访

问学者，德国工业的先进实力让他认识到机

器人的无限潜力价值，坚定“产业报国，科技

报国”信念。

创业的艰难，让奋斗者更有成就感

“创业是艰难的。但恰恰是这些艰难，让

奋斗者更有成就感。”

在国家“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指

导鼓励下，2000 年 4 月，曲道奎毅然带领团

队“下海”创业。

有人说，曲道奎丢下“金饭碗”纯属“犯

傻”，可他却不这样想。“机器人产业不走市

场，就不能有大发展。”

创业初期困难重重。“我们戏称自己是

‘三无’公司：无产品、无客户、无办公场所，

‘借住’在自动化所里。”回忆往昔，老员工李

庆杰说。

“最难的时候，就是最有希望的时候；最

艰苦的时候，也恰恰是最能够前进的时候。”

将研究所文化转为企业文化，将技术积累转

化为实际产品，不断打开市场…… 2007 年，

新松公司在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采购中中标，

改写了中国机器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历

史。2009 年 10 月 30 日，新松公司登陆创业

板，机器人第一股诞生。

如今，新松已发展成为拥有多家控股子

公司、国际上品牌产品线最全的机器人上市

企业。在 5000 余名员工中，研发创新团队占

比达 75%以上，产品成功出口全球 35 个发达

国家和地区，公司市值跻身国际同行业前三

位，被业内誉为“中国智造”升级的重要支撑

之一。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北京 8 分钟”精彩

亮相，24 台新松公司制造的移动机器人耀眼

登场，为世界带来了一段充满未来感的梦幻

舞蹈……

仰望星空，将梦想与现实相连

“千里归来，仍少年。”

2017 年 10 月，新松公司新址、沈阳新松

智慧园启用。这条标语，悬挂在大楼门前。

这也是曲道奎的心声。“我们处于人类社

会大变革时代，技术突破、模式变革、新业态

层出不穷。属于新松的最好成绩，永远不会是

过去，而是现在，是未来。”

新松成绩斐然，但最令曲道奎自豪的，却

是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工程师，在职工餐厅

吃饭。“他们都是来新松交流学习的。过去我

们出国交流学习，是端着盘子在人家食堂吃

饭。我就期待，什么时候也会有外国人来中国

学机器人？这一天，就意味中国真正成为了机

器人大国。”

“可能你想不到，我经常读玄幻类网络小

说。”在曲道奎看来，这些小说主人公身兼侠

之大义，历经磨难方得始终，甚至为了人类逆

天而行。“这和做企业很相似：在面临困难时

敢于打破常规、打破权威，将不可能化为可

能，为国家、社会创造价值。”

从怀揣梦想的创业者，到机器人行业

的领军人；从埋首浩卷的科研者，到意气风

发的企业家……这位怀揣产业报国信仰，

践行大国重器理想的先行者，纵然岁月更

迭、身份转变，心中坚守的信条却始终如

一。

“我奋斗，就为了中国人在世界机器人领

域挺直脊梁，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的标志

性符号。”曲道奎斩钉截铁地说，“一切都是奋

斗出来的！”

国企并购升温
重点领域混改加速
船舶进行强强联合重组的话，可能都需要

有一个辅业先行剥离或先行专业化整合的

问题，也就是说，需要在集团内部各自专业

化整合的基础上再进行集团层面的整合，

以加快集团层面重组后的资产与业务整

合。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也认

为，往后央企重组整合方式将更为丰富，更突

出专业化整合。除了央企之间相关板块的拆

分重组，央企对地方区域资源的整合也将推

进，例如钢铁行业。

据记者了解，要实现 2025 年钢铁产业

集中度达到 60%的目标，未来会有更大规

模跨所有制、跨区域重组。同时，针对多个

央企海工装备产业面临的经营难题，中国

诚通、中国国新两家资本运营公司筹备设

立相关资产整合平台。此外，有色领域，

2019 年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加快重组

云冶集团之后的管理整合，加快集团内外

稀有金属的整合，并且充分发挥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的平台优势，加快推动行业重组

整合，向“大有色”迈出更大的步伐。

油气军工等领域混改提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央企专业化整合有

望在油气、军工等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突

破，而这也将带来更多混改的机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此前表示，在

前三批 50 家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推出第四

批、100 家以上混改试点。在重点领域混改，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肖亚庆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上也透露，最近可能要公布第四

批混改名单，涉及面会更广。

3 月 1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

机制改革实施意见》，强调推动石油天然气

管网运营机制改革，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组建国有资本控股、投资主

体多元化的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推动形成

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

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

气市场体系，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保障

油气安全稳定供应。

“油气领域改革是个重点的改革方向。

中央企业这三家油气公司（即中石油、中石

化和中海油），今年要以管道公司的组建为

契机，深化油气领域的改革。”肖亚庆表示。

军工领域的改革也是今年一大看点。证

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在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国防军工上市公司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我

国军工产业集团整体资产证券化率平均不

足 30%，一些核心军品仍未实现资产证券

化。军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的潜力和空

间巨大。证监会支持军工上市公司借助资本

市场，进一步盘活资产、提质增效，提高资产

证券化率，提升核心竞争力。

浙江丰利
视信誉为金

再获省工商企业信用AAA级“守

合同重信用”单位荣誉证书

近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丰利

粉碎设备有限公司接到了浙江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荣誉证书，

有效期三年。

浙江丰利自成立至今，一直以“质量

为本、信誉是金”为宗旨，坚持以质量求

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积极推进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加强合同管理，倡导企业依法

经营、诚信守约，提高商业信誉，树立了

良好的社会口碑，促进了企业全面和谐

发展。连续二十多年被评为“银行资信

AAA 级”及“纳税 AAA 级”企业，先后获

得省金承诺信誉单位、省级诚信示范企

业等荣誉称号。2009 年浙江“丰利”被认

定为浙江省知名商号，2015 年再次获得

延续认定，有效期 6 年，至 2020 年。

优异的信用，过硬的质量，创新的技

术，周到的服务，铸造了粉碎设备行业独

有的浙江名牌产品。目前，浙江丰利已跻

身中国化工装备百强，成为我国粉体设

备领域规模大、实力强、品种全，新品多

的行业龙头企业，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

及筛网标委会超微粉碎设备工作组秘书

长单位，闻名海内外的成套超微粉体设

备和绿色环保装备生产基地。

咨 询 热 线 院0575 -83105888尧
83100888尧83185888尧83183618

网址院www.zjfngli.net
地址院(312400)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

街道罗东路 18号
邮箱院fengli@zjfengli.cn
中文搜索院浙江丰利

中企签署 125 亿元
巴基斯坦水电站项目合同

2019上海车展进入倒计时

上汽红岩又一新品即将上市

4 月 7 日，清华大学与重庆两江新区签

署合作协议。由清华大学从技术层面提供支

持的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将落户两江协

同创新区。

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段成刚会见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尤政并出席签约活动。他说，当前，

重庆正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做到“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

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大力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两江

新区坚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

快推动汽车、电子、装备、生物医药四大支柱

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打造两江数字经济

产业园、礼嘉智慧生态城、两江协同创新区

三大创新平台，航空航天、物联网、新型显示

等智能产业正蓬勃兴起，核心智能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在两江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和发展空间。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的落户

有效补充了两江新区的创新资源，有利于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将为两江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

助力。希望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层次、拓展

合作领域，两江新区将一如既往为清华大学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尤政表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重庆有

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较强的经济辐射效

应。清华大学与重庆的合作由来已久，对在

两江新区发展充满信心。清华大学将尽快

推动项目的进展，紧扣市场需求、强化科技

创新、整合各类资源，助力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

据悉，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将由清

华大学提供技术支持，主要针对汽车传感器

与微系统、公共安全传感器与微系统两大研

究方向，围绕新一代智能芯片、MEMS 微系

统、高端传感器以及综合应用等方向从事基

础及应用科学研究。该研究院将加强与清华

大学相关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团队的紧密

合作，积极引进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在智能

微系统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科研团队。同时

搭建核心运营团队，成立成果转化中心，孵

化及引进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集聚两江新区。

目前，两江新区已集聚了长安、长安福

特、北京现代、上汽通用五菱、力帆汽车、小

康汽车、恒通客车、上汽依维柯红岩、车和家

9 家整车企业，形成 370 万辆整车、100 万台

变速器、450 万台发动机的产能，并有 200 余

家核心零部件企业，产能规模近 5000 亿元，

建立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这为 MEMS 压力

传感器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教授方红卫表

示，该研究院将以西南地区智能微系统产业

的整合和梳理为基础，加速引导产业集聚，

形成吸附效应，提升创新能力，并以两江新

区为载体进一步推动校方与重庆市的全面

合作。接下来将着手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

作，落实工作细节和时间表，为加速项目落

地建设打下基础，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记者了解到，由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尤政牵头组建的清华大学智能

微系统团队，始终围绕前沿科技探索和国家

战略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及科研工作。该团队

以 MEMS 技术、微系统技术为基础，面向国

防、航天、能源、医疗等领域的重大需求，重

点开展集成 MEMS 器件与微系统、微纳航天

器、生物医疗检测等方面的前沿科学问题、

核心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方法相关的研究

工作。

两江协同创新区正在打造内陆地区科

技创新示范高地、新兴产业孵化高地、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高地以及一流创新资源聚集

高地，将为重庆建设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

心提供有力支撑。此前已有同济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一

批国内外知名院校落户两江协同创新区。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王志杰，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

军，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

顺，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教授方红卫，武岳

峰资本联合创始人李峰及市科学技术局、两

江新区、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参加签约活

动。 渊明毅冤

清华大学与重庆两江新区
签署合作协议
西南智能微系统研究院落户两江协同创新区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