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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系列关于口罩产业链上的波动

让“口罩”、“熔喷布”再回风口浪尖，相比数

量，这次各方关注的是质量，关乎中国制造信

誉的质量。

从“一罩难求”、“一布难求”的拼抢到如

今层层检验，短短数月，口罩市场吹响了洗牌

号角。

需求激增
11天生产去年全年口罩

5 月 17 日，金发科技晚间公告，公司子公

司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某公司签订

KN95口罩买卖合同，金额 9.75 亿美元。

此外，抚顺石化订购的第二条 KN95 口

罩生产线在 5 月 13 日已完成安装调试，并产

出合格口罩。这是抚顺石化投产的第 8 条口

罩全自动生产线。截至 5 月 13 日，中国石油

累计生产口罩超过 5000 万只，达到 5126.5 万

只，最高日产量超过 120 万只。

国际市场对口罩等防护物资的需求迅速

接棒。海关总署 5 月 17 日发布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5 月 16 日，全国共验放出口防疫物

资价值 1344 亿元。其中，口罩 509 亿只，防护

服 2.16 亿件。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30 日，

全国口罩日产量达到 4.5 亿只，其中 N95 口

罩日产能达 340 万只。而在 2019 年，中国大

陆地区口罩年总产量才超过 50 亿只。也就是

说，现在只用 11 天就能生产以往用一年时间

生产的口罩量。

监管亮剑
维护中国口罩纯良之“芯”

N95 口罩的关键技术在于其致密、有效

隔离病毒的滤芯层———熔喷层，多为高熔指

聚丙烯纤维料生产，属于聚丙烯产品的高熔

指纤维材料。

N95 要求采用 40 克重熔喷布，再加上针

刺棉的厚度，所以外观上看起来比平面口罩

更厚一些，其防护效果至少能达到 95%。受下

游口罩产能迅速扩大带动，熔喷布身价暴涨

四十倍，一度有价无市。

生产无序、价格暴涨等口罩、熔喷布产业

链乱象也接连爆发。在利益驱动下，仅江苏省

扬中市这个拥有 34 万人口的县级市扬中，登

记注册涉及熔喷无纺布企业一度达到 800 余

家，此外还有很多尚未完成登记手续的生产

企业。在疫情这面放大镜之下，以次充好等产

品质量问题迅速暴露出来。不合格的“芯”传

递到下游自然会产出不合格的口罩。

为维护中国口罩制造的“芯”形象，监管

部门集中亮剑。4 月 29 日晚，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

署、药监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下称《电话会

议》)显示，国家七部门将联合对口罩等物资

原料重点监管，开展专项整治。将突出全过程

整治，贯穿防疫物资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突出全方位整治，统筹国内国际市场，保障进

出口防疫物资质量安全。

两极分化
小作坊关门大企业增产

监管高压态势之下，是口罩、熔喷布产业

链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大批熔喷布作坊

关停、甩货退出市场；与之相对的，是大型企

业按计划有序加入生产熔喷布、熔喷料的行

列之中。除了用于口罩，熔喷布还广泛用于尿

不湿、卫生巾、保温隔音材料、过滤材料等领

域，熔喷布仍存在较大的市场缺口。

业内人士评价说，要保障口罩“心脏”的

健康首先要保证“心脏”原料的货真价实。之

前口罩和熔喷布市场的乱象，很大程度是采

用了不达标、低等级的原料，甚至是以其他聚

丙烯原料混充熔喷专用料产品。

为应对熔喷料市场的缺口问题，宝丰能

源等上游企业积极布局熔喷料生产。5 月 16
日，宝丰能源在建熔喷专用料产线首批产品

成功下线。本次成功投产的是全部 7 条线中

的两条，单条产线产能可达 500 公斤/小时，

可生产熔融指数为 1200-2000 之间的熔喷料

产品。新投产的两条产线主要生产熔融指数

1500 的熔喷料产品，并将通过添加驻级母粒

等方式生产市场主力需求的 95 级熔喷布专

用料。7 条新建产线全部投产后，宝丰能源可

日产熔喷专用料 80吨。

据宝丰能源介绍，公司在煤化工领域拥

有一体化的产业链布局，可实现从煤炭开采

到聚丙烯生产再到熔喷专用料生产的无缝衔

接，可快速实现从煤炭到口罩“芯”材原料的

“智”造转变，有力保障熔喷专用料生产的高

效和稳定。

此外，在口罩心脏的中游，多家企业也在

加快布局。5 月 6 日国恩股份晚间公告称，公

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并以自有资金 2 亿元投

资建设 20 条熔喷无纺布生产线项目，该项目

设计产能为 1.5 万吨，生产的熔喷无纺布主

要用途为中效及亚高效过滤。

市场监管部门的引导以及口罩全产业链

中正规企业的集中发力将推动市场快速回归

有序发展，并最终依靠“质量”这一核心标准

实现口罩、熔喷布产业链的有“质量”发展，为

中国口罩以及其他防疫物资的生产、出口提

供坚实信誉的基石。 渊中新网冤

严寅初赴新密市调研煤矿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时强调———

对于违法违规
生产的煤矿
要即日停产关闭退出

5 月 12 日，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严

寅初赴新密市调研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及关闭退出煤矿安全工作。

关于推进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严寅初在调研时指出，这次专项整治时间长、

范围广、任务重、要求高，是安全生产领域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地市政府要切实增强紧迫

感、责任感，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推动专项整

治出实招、见实效，防止搞形式、大呼隆。要树

立机遇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开展专项整治是

解决本地区煤矿安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夯

实煤矿安全基础的重要机遇，要珍惜机遇、把

握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要认真梳理本地区

煤矿安全生产的问题，列出清单、制定措施，

逐条逐项抓好落实。要突出重点。要督促煤矿

企业突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

精力攻坚克难，防止撒胡椒面、均匀用力。要

提高能力水平。要通过这次专项整治，切实落

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法规标准，真正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建立长效机制。

要注重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形成一

批制度成果，构建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

狠抓工作落实。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方案，

细化阶段任务，强化监督考核，实行项目化推

进、账单式推进，切实推进煤矿安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关闭退出煤矿安全工作，严寅初在

调研时强调，推动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是国

务院、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郑州市拟关闭

矿井数量多、任务重，要尽快研究出台 30万吨

以下煤矿分类处置意见，明确处置范围、政策

和措施，纳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化安全监

管，督促关闭退出煤矿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确

保依法、有序关闭退出。要实行安全生产承诺

制度。职工向企业承诺，企业向政府承诺，对于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煤矿，要充分保障企业

关闭退出前的合法权益，对于诚信缺失、公然

违法违规组织生产、存在无视事故隐患组织生

产或者发生事故的煤矿，要即日停止生产、关

闭退出。要实行关闭退出煤矿保证金制度。发

挥奖补资金的激励约束作用，凡是关闭退出期

间发生事故的煤矿一律取消关闭退出奖补资

金，引导煤矿依法生产、安全生产、按期关闭退

出。要实行安全生产报告制度。关闭退出煤矿

在关闭前要及时向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报

告采掘工作面开工、停工、结束等重要信息，不

得瞒报、迟报、漏报，不得未经同意新增采掘工

作面、违法违规组织生产。要严格安全监管。进

一步加大对关闭退出煤矿的监管力度，做实矿

井风险分析研判，督促煤矿强化老空水、瓦斯、

顶板等灾害治理，落实好每一个岗位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要加大国

家监察的力度和频次。加强与地方监管部门

的协同联动，构建协同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协

同监管监察执法、协同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

控的“三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方联动、同向

发力的工作局面。 渊任二敏冤

日前，航天科工 203 所成功研发便携式

时频检测设备，设备对时频设备输出的时间

信号进行测试和校准，确保被测时频设备输

出的时间准确。设备已经实现产品化，广泛

应用于航天、电力等领域。

随着我国科技快速发展，对时频设备应

用越来越广泛，对其时间同步的精度和可靠

性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确保时频

设备的精度和可靠性，需要对其定期进行测

试和校准。

目前时频设备存在种类繁多、使用环境

各异、不宜拆卸送检等问题，因此将其送到

专业的计量检定部门进行校准，存在成本

高、周期长等问题，很多时频设备未能及时

进行校准，为时频设备正常使用埋下隐患。

便携式时频检测设备体积小，方便携

带；内置共视接收机，可通过卫星共视的方

法，实现与守时实验室的溯源，进一步提高

其测量精度；采取可靠性设计，满足复杂的

电磁环境下，车载颠簸运输的要求；界面友

好化设计，简单易用，用图形化界面实现测

试结果以及设备运行状态显示。

为满足在无法接收卫星时间基准信号

的现场的使用需求，设备内置了大容量锂电

池和高指标的铷原子钟，可在没有电源的情

况下，保证设备 2 个小时以上的续航时间以

及高指标的守时能力，从而满足各种复杂环

境下的时频设备现场测试校准需求。

小型化、便携式、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已

经是测试产品研发的趋势，203 所将不断创

新，研发功能更为齐全的高性能测试设备，

以满足更高测量精度需求和不同用户的需

要。 渊吴巍 毛新凯冤

5 月 18 日，位于江苏无锡市锡山

区的大明精工制造有限公司，工人正

在赶制一批海外新能源项目订制———

260 台电池箱。

近年来，锡山区企业已承接多项

新能源配套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

动巴士、港口 AGV 转运车、电动卡

车、电厂储能设备、充电桩等车辆及储

存装置，成为当地主要工业经济收入，

除服务国内企业，产品还发往日本、新

加坡、印尼、美国及欧洲多国。

杨木军 摄影报道

防疫、保电两手抓
全力保障

“两会”用电安全
为了全力做好特殊时期全国“两会”保电工

作，沙河电厂秉承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最高的

标准、最有效的组织保障，明确责任措施，层层

抓好落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凝心聚力、

履职尽责，全力做好“两会”保电工作。

作为保障河北南网安全用电的主力发电

厂，沙河电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

认真做好保电工作，制定下发了“两会”保电总

体方案，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的工作体系，细化落实各级人员责任，形成保电

工作“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良好局

面。同时，围绕“两会”保电工作重点，该厂建立

健全应急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完善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值班制度和信息汇报制度，

紧盯重点设备、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做到突发

事件“早发现、早汇报、早处理”，为“两会”召开

创造和谐、稳定、良好环境。

该厂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措施夯实安全生产基础，突

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设施、重点设备、重点作

业场所的安全基础管理；并按照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总体要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检

修维护力度，合理安排运行方式，确保会议期间

供电安全可靠。

加强环保管理，达标排放应战。沙河电厂组

织对环保设施及环保资料进行全面检查，确保

环保设施备件库存数量满足要求，确保 CEMS和

上传当地环保局的数据一致，确保环保通讯设施

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确保露天堆料场、输煤系统、

除灰系统配套除尘措施齐全，确保各外拍口废水

达标排放。保电期间严格执行地方政府要求和保

证空气质量的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同时，严格外

包工程管控，按照防控机制到位、人员排查到位、

防护措施到位、隔离设施到位、安全稳定到位“五

个到位”总体要求，严把外来人员入厂安全关，

做到防疫、保电两手抓、两不误。

为了切实做好保电期间舆情管控和职工思

想稳定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内部环境，

确保“两会”及疫情防控期间舆情态势和职工思

想稳定，沙河电厂全力做好“两会”及疫情防控

期间的舆情风险和职工思想动态排查工作，及

时掌握舆情信息，及时了解本单位存在的热点、

焦点问题，掌握职工中存在的疑点、难点问题，

了解职工思想动态变化对各种矛盾纠纷进行梳

理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 渊何卫东冤

徐工集团完成多个“世
界之最”工程吊装任务

徐工集团 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 XGC88000
近日在福建漳州市顺利完成古雷炼化一体化项

目 2000 吨 EO/EG（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洗涤

塔的吊装工作，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 2000 吨 EO/EG 装置

洗涤塔直径约 9 米、总高度 102 米，其超大直径

和超重吨位均属目前世界上同类工艺洗涤塔之

最。XGC88000 将这座洗涤塔上段高高擎起，在

50 米高空中，上下两段塔体完美合拢焊接。

据悉，XGC88000 去年完成了海外首吊，在

沙特阿拉伯成功吊装一座 1926 吨的洗涤塔，接

着转战阿曼，为阿曼国家石油公司的杜库姆炼

油厂完成了 15 个部件的吊装。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表示：“XGC88000 已

经参与了海外 10 多个大型石化项目，创下多个

新的吊装纪录。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将

进一步扩大徐工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并激励公司不断走向卓越。”

4 月 25 日，徐工集团的 2000 吨级履带起

重机 XGC28000 成功完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负责建设的 70米高性能接收天线的主反射体

吊装任务。该天线是我国火星探测数据接收的关

键设备。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单口径

全可动天线。同时，徐工集团的 V7系列混凝土泵

车最近参与了深中通道建设。深中通道是我国的

又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创下 8 个“世界之

最”，包括全球最大、最宽的双向 8车道隧道。此

外，还有 5 台 XCP330HG (7525-18) 和两台

XGT8020-12塔机正在参与万州新田长江大桥的

建设，见证了这座三峡库区目前在建的跨度最大

的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的胜利封顶。 渊张汉冤

5 月 15 日，在西南油气田公司重庆气矿

永川作业区丹 7 井中心站，上演了一场离

别。“加油！到新井站，更要努力。”站长汪海

彬红着眼眶目送昔日的战友陆续登车离去。

随页岩气平台、脱水站相继投产，人才需

求愈演愈烈。丹 7 井中心站作为作业区的

“黄埔军校”，培育出的大量优秀青年员工，

此时挑起重担，为页岩气上产贡献力量。

学习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我是认真的

5 月的重庆平均气温 37摄氏度。刚到足

202H1 平台，周伟草草的收拾行装，未作片刻

休息便请求平台班长唐金奎带他去现场熟

悉流程。

已在丹 7 井中心站工作 10 年的他明白

一个道理：到任何一个陌生井站，首先要“搞

清流程”。汪站长曾说：“在彻底搞清场站流

程前，你只是个实习生。”

周伟身上这股工作热情，让唐金奎又惊

又喜。惊讶的是，丹 7 井中心站走出的员工

似乎比传闻中更优秀。欢喜的是，有这样的

优秀员工加入，今后的工作将如虎添翼：面

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周伟没有一丝畏

难情绪，反而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表情。唐

金奎边讲解边示范，周伟边记录边学习。除

砂撬、脱水撬、电动球阀……各种新型设备

开始在周伟脑中“生根发芽”。从页岩气开采

原理到场站流程，从设备性能到运行参数，

周伟就像海绵，求知如渴地吸收着海水。

烈日下，两人早已汗流浃背，但他们身

上的热情似乎比阳光更为炽热。

心中有“丹7井”哪里都是“丹7井”

掐指算来，何顺东在丹 7 井足足有 13
年。扎根耕耘，他对场站一草一木都产生了

浓厚的感情。突然要走，内心万分不舍，“你

看这颗黄桷树，我来的时候它还没我高，现

在比房子还高。”何顺东说完摘下一片树叶

放进笔记本，不仅记录大树的成长，也有他

的青春回忆。

登上公务车离去的时候，何顺东没有回

头。他心里清楚下一站将会是另一个“丹 7
井”。

在足 201 平台，何顺东除了努力学习、埋

头苦干争取早日摘掉“实习生”帽子，迅速融

入工作氛围，他还扮演着“保姆”的角色。

平台的“老员工”是个小年轻，最拿手的

饭食莫过于康师傅方便面。“家务活”成为何

顺东另一门必修课。每日起床，会把“家”的

里外扫个干净，因为热爱，所以满心欢喜。13
年家园文化的熏陶，“以站为家”的理念已经

深入他每一个细胞。

我要成为井站里的“麦田守望者”

有着 29 年工龄的何顺安，先后在 9 个井

站呆过，可谓是一个走南闯北、身经百战的

老员工。丹 7 井中心站所辖来凤值守站要接

铜梁片区页岩气，场站正大兴土木，加之来

凤站流程较复杂，值守人员少，对员工素质

整体要求高。

谁能担此重任？何顺安做出了选择：“我

来站好这班岗。”

丰富的工作经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他

把控安全的“紫青双剑”。每日属地监督，施

工方干多久，就在现场站多久，任何违章操

作会被他立马叫停，整改后方可继续，零违

章是他监督的最终目的。

场站大改中，来凤站员工寝室被拆除，中

心站在外租用一间套房作为员工临时寝室，

但何顺安坚持住在站上，平时就在一人宽的

折叠床上休息。用他的话讲：“住在外面，不

放心。”他就像“麦田守望者”一样守护着井

站。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十

年如一日淬炼出的丹 7 井意志，将如那燎原

星火为永川作业区页岩气上产碰撞出汹涌

澎湃的工业洪流。 渊廖云杰冤

正规企业集中发力保卫口罩“中国芯”

加油！丹 7 井的男子汉

航天科工 203 所成功研发便携式时频检测设备

赶制海外
新能源项目订单忙

●徐工集团 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 XGC88000 擎
起全球最大的 EO/EG 洗涤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