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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附属公司中海石

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合作共涉及双方

探矿权 19 个、总面积约 2.69 万平方公里。

继中石油和中石化宣布合作之后，中国

“第三桶油”中海油也宣布和中石化合作了，

至此，三家石油公司相互合作，中国的油气勘

探开发有望迎来新的局面。

双方合作范围包括渤海湾、北部湾、南黄

海和苏北盆地，共涉及双方探矿权 19 个、总

面积约 2.69 万平方公里。根据《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在三年内通过联合研究、联合勘

探、设施共享的方式在不同海域进行合作。

在合作框架协议下，同时签署了渤海湾

盆地、苏北和南黄海盆地、北部湾盆地联合研

究协议。这标志着继东海油气联合勘探开发

后，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掀开了

新的篇章。

据悉，为联合研究发生的费用不能从以

后可能签订的任何石油合同的费用中回收，

联合研究期间，不影响双方在各自矿权内开

展勘探、开发和生产作业。

中国海上油气资源丰富、勘探程度较低，

是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领域，双方将在渤海

湾盆地的黄河口凹陷、青东凹陷、渤东凹陷，

北部湾盆地的涠西南凹陷和徐闻地区、苏北

盆地的盐城和海安凹陷、南黄海盆地东部地

区进行资料共享，开展创新性联合研究。

就在不久前，中石油宣布了和中石化之

间的合作，就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

盆地签订了联合研究框架协议。

渊21世纪经济报道冤

中石化中海油联手 加快海洋油气开发

7 月 11 日上午，名沙食品江苏有限公

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寄来的“一种冲调

型沙琪玛及其生产工艺”等 17 件发明专利

技术的受理通知书。此外，名沙食品另有 9
件实用新型专利处于申请受理阶段，可望

于今年 9 月取得授权专利证书。

作为一家聚焦在沙琪玛等休闲食品产

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沙食品一直

把掌握休闲食品产业核心自主技术作为企

业的立身之本。早在创业初期，名沙食品就

主动走出去牵手江苏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等行

业内权威科研机构，高起点建设名沙研发

平台，在持续引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家加盟

企业的同时，名沙柔性引聘行业内多名技

术权威专家担纲名沙食品客座研发顾问，

及时把脉企业新品研发方向。科研院所前

沿技术与企业各类新品的有机融合，不仅

优化名沙产品生产工艺流程，还极大提升

了产品质量品质，夯实终端市场竞争力。名

沙食品掌门人魏加成介绍说，名沙前不久

刚推向市场的“无蔗糖山药燕麦沙琪玛”产

品生产采用了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生产工

艺，产品配方申请发明专利技术处于受理

阶段，产品包装拥有国家授权外观专利，产

品图案还具有有国家软著授权证书，此外

该产品生产过程中还融入了多项国家授权

专利技术。

在名沙，企业建立健全了研发创新奖

励体系、技术研发人员创新出错的包容机

制，鼓励研发人员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据

统计，名沙食品的研发投入连续多年超过

销售收入的 4%。开放包容的技术创新平

台，为企业的高速发展注入强大的驱动力，

企业技术研发领域呈现出月月有新品、季

季有专利的喜人格局。

在做好技术创新的同时，名沙还积极

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培育智能制造，促

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在产业变革

中抢占市场制高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扩大名沙在休闲食品产品的市场份

额，提升品牌价值。魏加成说，目前兴化正

放大本地资源优势，依托组建的国家级健

康食品研究院，奋力打造千亿级健康食品

产业集群。名沙食品将抢抓发展战略机遇

期，抱团发展，延伸产业链，增强产业发展

后劲。在加快资本运作步伐的同时，实施

技术创新与品牌文化双轮驱动战略，努力

为兴化打造千亿健康食品产业集群贡献名

沙力量。

谈及名沙食品不惜成本的技术创新，

魏加成坦言，做企业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食品产业近年来在人力原料成本上涨、

食品安全等叠加因素作用下，名沙依托自

主创新在产业下行趋势明显的大背景下已

经连续两年销售收入保持倍增的强劲势

头。 渊周日照冤

7 月 10 日，2019 国际显示博览会

（UDE2019）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4 馆

盛大开幕。纳晶科技携 AM-QLED、量子点

膜片、量子点模组、量子点舒眼平板

PurePad、量子点显示器等技术与产品精彩

亮相，展示未来“视界”的无限可能。

UDE2019 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主

办，是首个由显示行业国家一级协会打造

的一场未来显示科技盛宴，肩负加速新型

显示技术的普及推广以及助推产业和消费

升级的光荣使命。

纳晶科技一直走在创新技术的前沿，

致力于“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高科技

产品”。

AM-QLED首次精彩亮相

此次展会，纳晶科技 AM-QLED 显示

屏首次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参展者的目

光。AM-QLED 技术在未来的显示领域有着

广阔的前景，显示色域可以达到 130-140
%NTSC，能够极大地丰富显示器的色彩表

现力。同时 QLED 技术可以与印刷显示技

术实现完美对接，在制造成本上具有明显

优势。

纳晶科技于 2017 年实现了 4 英寸

320伊240 ( RGB ) 100ppi 的 AM-QLED 全

彩显示屏全屏点亮；2018 年实现了 6.7 英

寸 600*800 150ppi 的 AM-QLED 全彩显

示屏全屏点亮；目前正在开展 300ppi-
600ppi 分辨率的研发。在不久的将来，小至

手机显示屏，大至 65 英寸的 愿K 电视面板

都可使用 AM-QLED 技术。

同时，纳晶科技在电致发光量子点材

料、器件技术以及印刷技术等方面均取得

了重大进展，制备的红，绿，蓝光 QLED 器

件寿命已达到产业化要求，为 AM-QLED
技术走向市场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发布量子点眼健康解决方案

展会期间，纳晶科技显示事业部总经

理赵飞博士代表公司发布了「量子点眼健

康解决方案」，引发了参展者对纳晶量子点

健康显示技术的关注，该技术支持 3.5
inch 到 86 inch 显示屏，可应用于商业显

示、教育显示、智慧校园、专业绘屏、电竞等

多个领域。

新品PurePad即将开售

值得一提的是，纳晶还展出了专为青

少 年 儿 童 定 制 的 量 子 点 舒 眼 平 板

PurePad，PurePad 视觉舒适度达 A 级水

平，VICO 值为 1.97，画面更加清晰、柔和，

可有效降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

视疲劳，在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今天，可

实现保护青少年儿童眼健康的目标，搭配

距离检测、时长管理等功能，让 PurePad
发挥出更大的护眼优势，从而实现“学习、

护眼”两不误。

创新永无止境，为消费者创造更健康

舒适的产品是纳晶的不断追求。未来，纳晶

科技将继续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色的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更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渊砍柴网冤

湖北三宁化工乙二醇
数字化工厂正式实施

7 月 4 日，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乙

二醇数字化交付项目开工会在上海召开，这标

志着三宁数字化工厂正式实施。

据了解，数字化工厂以庞大的数据信息作

为基础，在数据整合、检索、提取等方面比传统

工厂优势明显，对后期运行、维护、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等方面有促进作用。同时，从今年 3 月开

始实施的《石油化工工程数字化交付标准》GB/
T 51296-2018，也印证了数字化工厂将是化工

领域未来的必然发展方向。

会上，三宁化工乙二醇仪表片区经理杨文

华与五环、东华、中建等设计院在平台提供商施

耐德电气大楼进行了交流。拟定了数字化交付

的时间节点与工作计划，在装置、专业以及工艺

包等方面与各设计院达成了一致意见。

三宁数字化工厂建设将与乙二醇主体工程

同步完工，届时一个虚拟化与实体化的智能工

厂将同时呈现。

湖北三宁合成氨原料结构调整及联产 6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自 2018 年 2 月 9 日破头动

工。2018 年 11 月 1 日，乙二醇锅炉装置 1# 炉

首根钢架顺利吊装，标志着工程安装开始，预计

2019 年 12 月主体工程竣工。渊国煤炭资源网冤

贵州黔希化工煤制乙
二醇项目拟新增配套
30 万吨甲醇

近日，黔希化工召开 30 万吨/年配套甲醇

项目论证评审会议，河南省化工协会秘书长杨

奇申等论证专家、贵州豫能董事长杨青松、航天

工程兰州分公司有关工程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听取了黔希化工 30 万吨/年甲醇项目

可研及进展情况汇报，对项目前景、经济性、技

术可行性、建设模式路径等进行分析论证，形成

了论证意见。

据悉，黔希化工年产 3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

目气化装置，设计采用 3 台航天粉煤加压气化

炉 2 开 1 备的运行模式，制备粗合成气用于乙

二醇生产。目前，气化炉整体性能稳定，能够满

足高负荷运行需要，其备炉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乙二醇装置的生产潜

能，经过充分的论证研究，该公司拟以气化炉备

炉和乙二醇项目的公用工程为依托，再并联增

加一套 30 万吨/年甲醇装置（作为乙二醇生产

所需甲醇原料的制备车间），在生产乙二醇的同

时利用富余的合成气生产甲醇，实现 3 台气化

炉同时运行，达到对现有装置富余制气能力及

公用工程生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目的，以充分挖

掘现有装置的生产潜能，提高乙二醇装置的资

产利用率。

通过利用厂内预留的场地，不需新增建设

用地，并可综合利用现有乙二醇装置的水、电、

蒸汽、造气等公用工程富余能力进行生产。

本项目拟采用国产耐硫等温变换技术、低

温甲醇洗脱硫脱碳技术、甲醇合成工艺技术、四

塔精馏工艺技术等，工艺技术路线成熟、先进、

合理，流程简短，能耗低。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变

换扩充改造、脱硫脱碳改造、冰机、甲醇合成、精

馏、合成气压缩、新增 1 套空分装置等；以及公

用工程与辅助设施，包括总变电所、给排水管

网、循环水站、脱盐水站、工艺除氧槽及给水泵、

工艺及供热外管、总图运输、主控室等配套设

施。 渊中国煤炭资源网冤

青海拉西瓦水电站
发电量破千亿度

自 2009 年 4 月，拉西瓦水电站首批两台机

组投产发电以来，截至 2019 年 7 月 1 日，发电

量已突破 1000 亿千瓦时，长周期累计发电量

1000.27 亿千瓦时，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3703 天。

自首台机组投运以来，拉西瓦发电分公司

就积极加强与调度部门的沟通，随时关注水情

变化，用好每一方水，及时调整设备工况，实时

调整机组出力，认真履行第一调频厂的责任，

确保机组安全满发，合理安排机组运行方式，

提高运行负荷率、降低耗水率。

2019 年，电站自进入汛期后，工作人员时

刻严密监测水情，掌握降水变化情况。同时，积

极加强设备设施巡回检查，加大设备的治理工

作，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保障大负荷条

件下抢发电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 7 月 1 日，拉西瓦水电站电站年累计

发电量 61.72 亿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

51.99%，实现年内安全生产 181 天。 渊电缆网冤

新疆煤制气管道
重大技术先导项目
通过验收

近日，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重大技术

先导项目在京通过验收。

该研究形成的煤制气条件工况条件下 X80
钢止裂及应变设计、X80 钢焊接性能控制、大口

径管件壁厚优化、大口径球阀软密封等技术成

果，可为中国石化在大口径、高钢级煤制气管道

建设和安全运行领域提供支撑。

与已建高钢级长输管道不同，新气管道是

国内首条大口径高压高钢级煤制气长输管道，

设计压力高、管径大、钢级高，且输送介质为含

有氢气的煤制气。制定 X80 钢止裂韧性指标，

建立准确的基于应变设计理论模型，解决管道

环焊缝质量不稳定、全焊接球阀中非金属材料

易失压爆破等问题，需要通过研究和试验进行

验证确定，因此该工程对管材、管件、阀门、焊接

等均提出较高要求。

2015 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批复同意实施

新气管道工程重大技术先导项目，包含 4 个课

题 9 个方向，均由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

经过努力，技术人员先后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

在国内首次系统开展高钢级大口径煤制气管道

管材、管件、阀门、焊接系列研究，在国际上首次

开展煤制气工况下全尺寸爆破试验、X80 基于

应变设计钢管全尺寸弯曲试验、高压大口径全

焊接球阀软密封材料评价等工作，形成的系列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验收标准已在现场得到

应用，有效提升了中国石化管道建设技术水平。

渊煤炭网冤

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孚高精铝材公司

以提产上量降本增效为目标，着力加大国

外高端市场开发力度，不断提高产品附加

值，稳定产品质量，强化成本管控，经济效

益大幅提升，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大力开发国内外市场

今年前 6 个月，熔铸、热轧、冷轧、精整

产量均超额完成生产计划，6 月份冷轧、精

整产量创投产以来单月最高水平。努力提

升目标产品产销量，不断优化产品销售结

构，目标产品销售占比达到 70%以上，外贸

销售占比达到 43%以上。新开发外贸客户

10 家，与国际知名企业确定了未来三年罐

体料和罐盖料合作计划。

持续稳定产品质量

充分发挥质量保障体系作用，加强关键

工艺质量控制点管理，开展了六西格玛项目

及 18 个技术质量专项，解决了工艺质量问

题，确保了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熔铸、热轧、冷

轧、精整工序均完成成品率计划指标。

加快新产品开发

高性能 3C电子产品用铝合金板项目正

在进行生产工艺研究；开展新型瓶盖料低

制耳工艺研究，产品已发客户试用；电子产

品用阳极氧化料已发客户试用。

持续推进降本增盈

加快推进增产提效进度，通过积极实

施废料采购及来料加工业务、推广使用铁

质托盘、陆海联运发货、降低 KTO 炉能耗、

提高锯铣成品率等 69 项重点措施，挖潜增

效 1300 余万元。

下半年目标

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四个着力”指导思

想，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加快落实“三

大攻坚战”重点任务，加大国内外市场开发，

持续稳定产品质量，全力推动提产增效，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渊铝道网冤

中铝东轻“工业强基工
程”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近日，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受国家工业

和信息化部委托，在中铝东北轻合金有限公司

组 织召开了国家工信部强基工程项目验收会

议,东轻公司承担的《低残余应力航空铝合金材

料制造技术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据了解，东轻公司所作的《低残余应力航空

铝合金材料制造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将突

破航空铝合金预拉伸厚板、锻件低残余应力制

造关键技术, 促进我国航空领域用高性能铝合

金预拉伸厚板生产技术良性发展，摆脱跟踪、仿

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夯实科技和产业基

础，满足我国先进航空型号的研制与发展的迫

切需求。

专家评审组在认真审阅了该项目的相关验

收材料后，从技术、管理和财务三个方面进行了

详细的质询与充分的讨论，按照项目实施方案

进行了现场检查和验收评分。专家组一致认为，

东轻公司承担的《低残余应力航空铝合金材料

制造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完成情况良好，达到了

预期目标，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渊中国有色金属报冤

济源供电公司
电网防雷大改造

7 月 3 日，在济源市 110 千伏陡虎线 132
号杆塔上，河南省电力公司济源供电公司输电

部维修部门正在紧张地进行接地改造作业。

夏季是雷暴的季节，电力线是雷击的主要

目标。由于济源输电线路运行时间较长，原有

的接地改造失去了较好的防雷效果。为了防止

雷击伤害电网，济源公司测试了城市输电线路

的接地电阻，并决定对一部分输电线路接地装

置进行大改造。

据公司传输部班长张海燕介绍，为了提高

导电性，接地装置改造与以前的接地装置有四

大不同：第一，接地通常较深，从之前的 50 厘

米到 70 厘米，以增加接地装置的湿度。第二，

在每个接地装置下增加一个 400伊250mm 的接

地模块，以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第三，每个

接地装置尽可能地延伸到杆塔，以降低塔接地

电阻。第四，在过去，一些塔只有两个接地导

体，这种转换将实现全覆盖，所有这些将增加

到 4条接地引下线。

经过近 10 天的战斗，济源供电公司已完

成 33 个基地改造。由于正在重建的 110 千伏

陡虎线主要位于山区，山区高速公路陡峭，铁

塔附近有许多石头和陡峭的岩壁。这些材料难

以运输，都依赖于人工挖掘，这为建筑增添了

很多困难。

“我们增加了人力投入，我们每天将对 6
组线路进行改造。接下来，我们还将改造其他

旧线路，如 220 千伏京荆虎线等，提早防阵布

控，并在雷雨季节来领前完成改造。”张海燕

说。 渊白银电力冤

一块沙琪玛上汇聚多项授权专利技术

名沙食品自主创新抢占市场制高点

中孚高精铝材：上半年国外高端市场开发成效显著

纳晶科技亮相国际显示博览会
UDE2019 彰显量子点显示硬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