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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中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对

所属区块的开发“回头看”，管理一区管理的

塔河八区、十区南亮了，2019 年累计完成原

油产量 50 余万吨，自然递减率 0.02%比计划

指标低 13.98%，综合递减率-2.13%比计划

指标低 5.65%，创造了稠油开采的奇迹。

塔河油田的油质从东南往西北方向逐

步由稀变稠，该区管理的油井处在塔河油田

北部边缘，稠油井高达 118 口，油藏埋深达

6000 米左右，原油黏度在 20 万~1000 万毫

帕·秒之间，是世界级稠油开采难题。

“我们的‘武器’不是‘高大上’，用的是

常规掺稀方法 (将稀油注入地下与稠油混配

生产），最重要的是创新开采，摸准了一点规

律。”管理一区经理宋正聪说。

依据温度变化确定掺稀量

塔河油藏超深，地下、井筒、地上温度相

差大，原油在举升时随温度的降低逐渐变

稠，到了地面就变成了硬块，用铁锤都敲不

开。

稠油开采的关键是降黏，而降粘的常规

方法就是掺稀和井口水套炉加温，但是，掺

稀量多少合适？掌握不准，要么浪费稀油，要

么导致井筒堵塞。

为了掌握油井温度对原油黏度影响的

规律，管理一区技术人员分别在 TH10265、
TK885 等 15 口井上进行了原油温敏性试

验，结果发现，稠油粘度和温度的关系都有

一个拐点，基本在 55 度左右，即高于 55 度

原油流动正常，低于 55 度开始凝结。

根据这一规律，该区及时优化掺稀量和

水套炉温度，实现了优质掺稀生产。 2019
年，管理一区稠油开采掺稀比由 1.72 下降至

1.21，累计增油 3475 吨，节约稀油 1.2 万吨。

依据原油含水优化掺稀

油井含水高低与掺稀量有没有规律可

寻？查看很多前人的总结，管理一区技术人

员依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TK828 井的试验给了他们有益的启示，

该井掺稀生产期间含水大于 90%，技术人员

试探性地将掺稀量逐步降低，结果油井含水

下降依然维持生产，当彻底停掉掺稀时，油

井含水降到 70%仍然维持生产。

受此启发，该区组织技术人员在多口井

上进行了含水与掺稀量关系的研究，最终找

出了含水、掺稀量、井口出液量、注采比四者

之间的变化规律，形成了根据含水、井口出

液量和注采比计算掺稀量的公式。

“含水下降时根据公式计算需要上调的

掺稀量，含水上升时根据公式计算下调的掺

稀量，效果非常好。”管理区副经理高英晗

说。T817(K)井原来含水 40%，日掺稀量 1.5
吨，技术人员根据公式计算后，将掺稀量上

调至 3 吨，结果低效井变成了高效自喷生产

井。

2019 年，该区根据含水变化调整油井掺

稀 260 井次，节约稀油 1600 余吨，增加产量

2000多吨。

依据运行特点全周期管理

管理一区 118 口稠油井所需稀油来自

三号联合站，其掺稀工艺流程涉多个环节和

专业，任何一个节点不精准，都会影响掺稀

效果。

该区成立了掺稀优化项目组，压实责

任，严格规范掺稀井管理程序。项目组通过

日常掺稀井管理，总结出掺稀井全周期管理

法，即开井阶段做好“三定”：定掺稀稀油用

量，定掺稀方式，定管理方式；生产阶段做好

“三控”：控日常，控异常，控现场；关井阶段

做好“四保”：保油管，保环空，保泵筒，保管

线；焖井阶段做好“两防”：防卡，防返。

2019 年，他们在周期管理中，引进应用

远传调控信息技术，调整掺稀 2013 多井次，

平均时效由 40 分钟降至 5 分钟以内；检查

掺稀流量计 189 井次，解决阀芯刺大问题 55
井次；设计制作“小地罐”，用于泵车掺稀及

注水作业，累计使用 159 井次，全年降低特

车费用约 300 万元。

渊马京林 高英晗)

红豆集团成全国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
点唯一民营企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日前，全

国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下发

《关于开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的

通知》，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

正式启动。自 2020 年起，选取黑龙江省的六家

单位进行全面试点，红豆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

单位进行项目试点。

作为全国试点单位中唯一的民营企业，红

豆集团项目试点内容为，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探索在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方式方

法。

据悉，红豆集团初创于 1957 年，本部现有

员工近 3 万名，间接带动外地园区、工厂、外协

单位就业员工近 10 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

全国各地农村，80 后、90 后员工超过 60%。红

豆集团的最大特色就是职工队伍稳定，员工忠

诚度高。60 多年来，世界经济风云跌宕，波诡云

谲。从 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到 2007 年美国

次贷危机，再到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无论外部

经济环境如何变化，红豆集团始终听党话、跟

党走，讲正气、走正道，紧密依靠职工、团结职

工、激励职工，充分调动职工创新热情，激发职

工聪明才智，使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拧成一股绳，苦练内功，强筋壮骨，从容

应对了一次次危机，企业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自 2019 年被列为江苏省市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试点单位以来，红豆集团全面实施

“四铸四有”工程，即以思想引领铸魂，确保产

业工人政治有方向；以素质提升铸匠，确保产

业工人事业有希望；以精致服务铸爱，确保产

业工人生活有保障；以身心关爱铸家，确保产

业工人情绪有释放。集团党委将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列入集团年度重点工作，成立集团产业工

人改革工作协调小组、工作小组，集团党委书

记周海江担任小组组长。先后出台《红豆集团

有限公司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

方案》等文件，修订增补了《关于培训积分及学

习强国平台学习积分兑换培训积分的通知》，

《红豆集团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小组“双创双提

升”实施方案》等制度，为集团产业工人改革顺

利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中，红豆集团积

极改革和创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方

式方法。探索的“培训积分制”、“星级员工上大

学”、“竞争上岗”、“车间回音壁”、“合理化建

议”等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典型经验获得广泛好

评。

红豆集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取得了

突出成绩，此次入选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试点单位，是对红豆集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肯定，将推动红豆集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向

更深层面推进。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

席兼 CEO 周海江表示，红豆集团将按照国家

和省市产改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产改精

神，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未来，红

豆集团将持续打造企业发展与产业工人成长

相一致、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相一致的命运共

同体，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红豆力量”。 (红轩)

近日，天药股份发布公告称，子公司金

耀药业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现场检查。本次检查是美国 FDA对

金耀药业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新药简

略申请(ANDA)批准前的现场检查，金耀药业

顺利“过关”打开了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

大门，为该产品 ANDA 后续获得 FDA 注册

批准“开了个好头”。

据了解，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是一

种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主要用于抗炎治疗、

免疫抑制治疗、血液疾病和肿瘤的治疗、休

克的治疗等。根据 IMS数据显示，2017-2018
年该品种全球的销售额约为 4.2-4.5 亿美

元，其中美国市场的销售额约为 1.5-1.7 亿

美元。如果天药股份该产品 ANDA 后续能够

顺利获批，将对其拓展美国制剂市场、提升

公司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据悉，天药股份是一家以皮质激素类

和氨基酸类药物为核心的“原料药+制剂”

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国际市场一直是其重

点拓展的方向之一。该公司旗下泼尼松、螺

内酯、地塞米松、甲泼尼龙等多个产品已经

通过了美国 FDA 认证，有 8 个产品获得了

欧洲 CEP 证书，同时，天药股份还是包括

美国辉瑞、法国赛诺菲等在内的多家跨国

公司的供应商。

近年来，天药股份国际市场板块创收稳

步增长。2018年，天药股份国际市场板块营

业收入达 6.38 亿元，同比增长 12.99%;2019
年上半年，国际市场板块营业收入达 4.16 亿

元，同比增长 37.77%。天药股份 2019 年半

年报显示，海外高端规范市场销售的增长，

带动了整个利润的提升，其中，美国泼尼松

项目顺利开展，多个产品销售实现大幅增

长。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天药股份原料药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而制剂产品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还有很大

空间。此次通过美国 FDA 现场检查的子公

司金耀药业是其制剂板块的重点企业，如果

顺利推进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审批进程，

天药股份国际市场创收能力有望进一步提

升。

(胡艳萍)

近两年，家电行业发展整体失速，家电

业竞争陷入白热化阶段。在这场家电行业品

牌竞速的赛道上，作为清洁能源采暖热水专

家的四季沐歌，按下了品牌发展的“快进

键”。在市场整体承压的 2019 年，四季沐歌

不仅实现了整体销售业绩的大幅提升，还新

建邯郸清洁采暖生产基地，使产能再次迈上

一个新台阶，以强大的研发制造实力进一步

开启在清洁能源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在行业

整体下滑、危与机并存的严峻形势下，四季

沐歌缘何能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深受行

业内外的高度认可？

研发智造实力
夯实企业发展根基

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

水器生产国和太阳能热水器消费市场，太阳

能集热技术迈入世界前列。四季沐歌作为其

中的领头羊，一直坚持清洁能源采暖、热水

系统研究，通过打造系统化集成和智慧控制

系统的核心竞争力，业务领域逐渐朝着热水

器—热水—热能—供热制冷方向发展，为千

万家庭提供温暖。

深耕行业近 20 年，四季沐歌拥有各类

技术人员 200 余人，并且承担 20 余项国际、

国家重点及省部级项目研发，参与制定国家

及行业标准 40 余项，拥有 350 余项国家专

利，在清洁能源行业保持领跑的同时，早已

形成了自身的行业壁垒。正是在科研领域的

不断探索，四季沐歌的创新研发成果得到了

行业的高度认可。在清洁能源供热方面，螺

杆式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采用专用单机

双级压缩技术，拥有-35益正常运行、单机制

热量大、占地面积少等优势，在最低-30益低

温环境下仍可提供 70益采暖热水，是国内集

中式低温采暖系统中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统计显示，我国北方取暖总面积达 206
亿平方米，每年大约要消耗 4 亿吨标煤，给

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在国家积极发展

清洁能源、努力实现能源“去碳化”的政策号

召下，如何才能强力推进冀鲁晋豫市场采暖

设备制造业发展，响彻国家可持续发展大

计?四季沐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再次投入大

手笔，在河北邯郸投资开设清洁采暖生产基

地，并于日前正式投产，切实推进北方清洁

能源市场发展，勾勒产业发展新蓝图。

据了解，四季沐歌邯郸生产基地面积

18000 平米，基地一期年产 20 万台燃气壁挂

炉和 50 万 kW 低氮燃气模块炉，二期规划

年产 15 万台燃气热水器以及 20 万台燃气

灶具。在服务于北方地区煤改气民生工程的

同时，四季沐歌将逐步加大投资，形成燃气、

空气能、太阳能、净水产品等清洁能源和民

生工程的综合产业基地。除此之外，邯郸基

地承担集团全系列燃气产品的研发、制造、

检测测试和外贸出口，并承担集团北方地区

清洁能源采暖业务的推广、示范、培训、服务

运维工作。

对于邯郸乃至整个北方市场的清洁能

源发展而言，四季沐歌创新科技的研发和落

地应用，为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无论气

候如何恶劣，都能帮助人们畅享舒适的温暖

体验，而这也是四季沐歌“用心温暖亿万家

庭”这一企业使命的严格贯彻和执行。

强大服务体系
万余项目见证实力

产品创新的成果离不开市场的孵化，往

往一个企业的市场战略布局也从侧面决定

了这个企业产品发展的方向，因此企业对于

市场趋势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纵观以

往，四季沐歌在产品创新上的选择始终能够

经受住市场的考验。虽然最先涉足太阳能领

域，且已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代名词，可四季

沐歌并不止步于现状，而是不断升级创新，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在太阳能领域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四季

沐歌已将产品延伸到冷热源产品(太阳能、热

泵、空调、锅炉等)、储热产品、控制产品、水处

理产品和末端产品等，建立了 WPI 全水系统

集成平台，形成了覆盖热水、净水、软水、采

暖、制冷等全方位的独特解决方案，打通了

热源全产品链，形成了从单机到系统、从城

市到乡村、从家庭到商用、从线下到线上的

全方位、场景式系统解决方案。

当前，国家整顿治理环境力度不断升

级，清洁能源政策已全面铺开，太阳能、空气

能、壁挂炉市场的空间逐步显现。进入 2019
年以来，“煤改电”“煤改气”更是成为各地方

政府管控的重点，进一步推动了空气能市场

的发展。四季沐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不仅中标了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超过 30 个

“煤改气”项目，更是连续两年入选太原“煤

改电”电采暖设备供应商，受到政府与用户

的高度认可。

响应国家北方能源规划，四季沐歌勇担使

命，并持续在“煤改太阳能”工程项目上深耕细

作。太阳能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免费能源，根据

安装使用实际用户越冬调查，每平米运行费用

10元左右，是唯一低于燃煤采暖模式的清洁采

暖设备，四季沐歌采暖系统能够提供超低采暖

费用、四季生活热水功能，超长使用年限，同时

将采暖期延长至五个月，并且系统操作简单、

运行最安全，任何采暖设备都无法相比，将从

根本上改善农村冬季采暖质量。四季沐歌“煤

改太阳能”系统已 2014年河北省固安县南王

起营村采用四季沐歌太阳能采暖系统平稳运

行 5年，平均运行费用每平方米 8.6元。2015
年，四季沐歌在马庆村实施全国第一个“中国

太阳能采暖示范村”，已平稳运行 4个采暖季，

平均运行费用 9.8元/米。

为确保清洁能源发展、为广大居民提供

舒适家居热水采暖生活的切实保障，四季沐

歌在服务方面拥有一套完整的优质服务体

系，在施工期间就可以做到量身设计方案、

专业施工团队、全程监管体系、严控验收流

程等四大施工标准，在售后阶段也有服务热

线 24 小时服务、365 天不停歇，用户报修 8
小时极速响应，48 小时处理闭环，全天候解

决用户售后问题。

如今，四季沐歌在全球已经打造了超过

10000 个精品标杆项目，为大兴国际机场、华

为、阿里巴巴、万科地产、梅赛德斯奔驰、首

钢集团、富士康、青岛啤酒、希尔顿酒店、南

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等
诸多项目工程提供了舒适健康的绿色热水

热能解决方案，并通过这些精品标杆项目的

打造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构建起了五星级的

售后体系、解决了来自全球的不同挑战、满

足了各式各样的客户需求。

在国家大力推进能源改革的号召下，我

国清洁能源应用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可再

生能源清洁供暖技术应用中，整体性的清洁

供暖规划策略不完善，技术上缺少系统、科

学的设计方法，多能互补、集中供热关键技

术与产品尚待突破，制约了可再生能源清洁

供暖技术的规模化高水平应用。四季沐歌以

推动可再生能源清洁供暖技术规模化高水

平应用为总体目标，加大研发投入并成功开

发出多种太阳能供暖系统，其中四季沐歌西

藏浪卡子县采暖工程实现了中国太阳能区

域供暖工程的重大突破。

四季沐歌西藏浪卡子县采暖工程是亚

洲规模最大的太阳能供热采暖项目。该项目

为浪卡子县城 15.6 万 m2 建筑提供冬季供

暖，采用行业内最先进的太阳能跨季节储热

技术以及智能化控制系统。浪卡子县太阳能

区域供暖项目建成占地 181 亩，一期采暖面

积 82639 平米(二期正在建设中，最终采暖面

积达到 15 余万平米)，水池蓄热 15000 立方

米，相当于 8 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容量，是

全球第一个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地区实现太

阳能供暖保证率接近 100%的超大工程。

四季沐歌清洁采暖邯郸生产基地投产

这一重大动作，是四季沐歌在清洁能源市场

的再度加码，将对邯郸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以

及整个北方清洁能源市场的发展大有裨益，

同时助力国家打响“蓝天”，进一步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渊据北青年报冤

中国铁建中标 170 亿元
哥伦比亚有轨电车项目

近日，中国铁建所属中国土木与哥伦比亚昆

迪纳马卡省政府区域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哥伦比

亚波哥大西部有轨电车项目特许经营合同。

该项目是连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与昆

迪纳马卡省各城市的通勤通道，主要包括设计、

融资、修建、运营、维护并移交全长约 39.64 公

里的双线有轨电车线路等工作。特许经营项目

需提供投建营全套资质，资源整合涉及不同国

别、行业和标准。中国土木联合中铁十九局、中

铁建电气化局、铁建投资等中国铁建所属各单

位，以及长春轨道、中车长客等合作单位，实现

了优势互补，资源整合，成功竞得该项目。

渊国资委网站冤

中煤新集二矿：
分享新系统带来的

“实惠”与“红利”
中煤新集二矿去年 2 月份以来在地面新建

立了返装煤系统，促进了矿井煤质、销量、经营

的综合效益提升，着实让矿井得到了“实惠”，也

让职工享受到了新系统带来“红利”。

该矿在地面也建立了运输线长约 200 米，

其中跨铁路线栈桥段约 140 余米的返装煤系

统。该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盘活了该矿堆煤储

存性质，缓解了矿井原煤“看心情、看条件、看市

场”的生产和销售压力，强化了煤质的均质配

比，降低了原煤入洗量和煤泥产生量。同时，达

到了大幅提升煤场转运能力、节省转运费用、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和减少外物转运的

目的。截至去年 10 月底，该矿利用返煤系统返

装低值煤 11.8 万吨、高值煤 13.9 万吨，减少煤

泥产量约 1.3 万吨，成功达到了低值煤不入洗、

高值煤煤质不过剩的煤质预期目的。初步预算，

该返装煤系统每年将为矿创造综合经济效益近

800 万元。 渊赵军磊冤

创新开采 稠油不“愁”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攻克稠油开采世界级难题

从制造到智造的质变

四季沐歌持续按下“快进键”

天药股份又一制剂产品敲开美国市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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