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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筲“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医生”筲“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筲“我们准备好了吗”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7 月 21 日至 23 日，2020 第八届郑州新

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展览会暨第三届郑州新

能源商用车物流车展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隆重举行，河南开封港东集团携旗下国马

品牌新能源汽车惊艳亮相，受到了广大消费

者、经销商的欢迎和青睐。

本次活动是目前中原地区唯一专业的高

端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展览会，由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

动车辆专业委员会联合打造的一场盛会，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河南省工信厅、郑州市

工信委支持。

10余款国马新能源汽车
惊艳亮相

开封港东集团国马 12 米 LNG 城市客

车、国马 12 米增程式城市客车、国马 7 米增

程式中型客车/商务车、国马增程式 MPV、国
马增程式电动轿车、国马增程式 SUV、国马纯

电动城市物流车、国马增程式 5.9 米商务车、

国马增程式旅居房车、国马公安巡逻车、国马

14 座旅游观光车等 10 多款主销及年度首发

车型参与本次活动。

据了解，河南是全国第一批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的主要省份，既是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生产大省，又是电动汽车消费大省、且区域

位置优越———辐射晋、冀、鲁、皖、鄂、川、陕，

因此，活动得到了国内重多汽车生产厂家的

高度重视。

港东集团董事长陈俊延，港东集团执行

董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杜炬，港东集团副董事

长、开封金诺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才等

企业高层领导，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组织了

近 100 人的精兵强将，参与了这次盛会，展示

了企业产品、企业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确定“以技术革新为第一生产力”
聚焦新能源汽车

通过对汽车行业的考察和深入分析，陈俊

延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经过“过山车式”的发

展，在产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能源、环境、

交通等外部因素越来越成为制约汽车产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推进汽车工业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将成为汽车行业未来唯一出路。

为此，开封港东集团确定了“以技术革新

为第一生产力”的宗旨，聚焦新能源汽车领

域，努力把“国马”品牌发展成为行业内首屈

一指的新能源汽车服务商，切实扛起“汽车强

国梦”的伟大历史责任。

杜炬凭借其独有的增程式电动汽车动力

系统专利技术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电动汽

车“零排放、零故障、零投诉”的业绩荣耀，更

以其重走丝绸之路连续驰骋 5100 公里创下

节能减排奇迹的过硬产品，谱写了我国新能

源汽车一个又一个历史篇章。

设立电动汽车研究院
深耕增程式核心技术

港东集团特聘杜炬为企业的首席科学

家，还与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但使企业的燃料电池技术

在国内遥遥领先，还以创新核心动力技术抢

占了行业制高点。

2019年 8月，港东集团打造的首款国马增

程式 SUV，成功完成了一次 1800公里的车辆

性能测试，数据显示，在全程行驶中，车队的平

均时速达到 90公里，平均油耗仅为 3.9 升/百
公里，充分说明了增程式技术的核心优势。

近年来，他们在海南岛设立了电动汽车

研究院，深耕增程式核心技术，并对智能驾

驶、电池无焊接 PACK 技术、均质压燃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展开专项研究，在以增

程式为主要技术路线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全自主的知识

产权体系和数据群落。

■ 张开拓 单旭泽 杜宗军 胡强

7 月 22 日，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室外温度 43摄氏度。高产

井 TH12318井因含水波动、原油乳化，造成管

柱内不畅通。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二区生产安全

运行中心主任王江兵和运行调度王继伟、陈银

山，正在指挥吊车吊起 TH12318井光杆，用泵

车稀油车打压正注。经过 2 个小时的正注处

理，油井压力降到 1兆帕以下，油井畅通了。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开

展以来，西北油田立即制定行动方案，制定举

措、狠抓落实，尤其在降本增效方面，着力克服

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影响，原油库存优化增效

7200 多万元，原油贴水优化增效 3700 多万

元，多措并举降低变动成本 2600多万元，重点

工程积极推进，取得了攻坚创效阶段性成果。

保效增效，“死磕”盈亏平衡油价
成本领先战略，是西北油田长期坚守之道。

西北油田紧盯成本主要矛盾和增效主要

方向，重点在提高探井成功率、增加 SEC 储

量、优化产品结构上发力，2019 年盈亏平衡

油价降至 42.5 美元/桶，今年更是要将油气盈

亏平衡点降至 40 美元/桶。

采油一厂通过加强新井运行跟踪协调、

加快措施作业修井实效、加大新增注水注气

力度三项举措，阶段新增原油 SEC 储量 29.3
万吨，完成计划的 150%。该厂围绕挖潜力、降

费用、提效益，大力实施降本减费，瞄准全年

降本增效 3841.87 万元，盈亏平衡油价降至

38 美元/桶的大目标做工作。

同时，采油一厂用好“提质增效评比”竞

赛平台，坚持每季一评，在厂网设立提质增效

团体和个人荣誉榜单，评出一二三等奖，年度

按排名再给予奖励，大大激励了员工创效增

效的热情。

采油管理二区研制手动伸缩浸没式装油

鹤管，投入 2000元，前三月综合经济效益就达

4.8万元。采油管理一区注气井在生产中极易

出现油质变稠、外输管线堵塞严重等情况。西

北油田首席技师毛谦明研发了稠油井口智能

多功能外输环保装置，降低稠油堵塞管道风

险，提高了原油产量，综合效益达到 60万。

雅克拉集气处理站副总监周国英经常和

仪表技术员一起勘查现场，为站内的 SAIM
全息管控平台建设规划取电位置。

在周国英的工作日志上，眼下有三个重

点工程施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他感

到时间不够用：“我们必须把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坚决按计划完成任务！”

三个正在施工的重点项目中，“雅克拉低

压气扩建项目”和“大涝坝-雅克拉混输管道

建设”，除了最后的管线碰头，其他所有工序

必须赶在雅克拉集气处理站开展大型检修前

全部完成。

雅克拉集气处理站即将启动第 6 次大型

停机检修，百日攻坚创效突击队对 9 个可能

导致全站停机的一级风险点，制定出了 21 项

防控预案和 25 项改进措施；对 10 个可能导

致单元、机组及单井停机的二、三级风险点，

均制定了相应的风险控制预案和防范措施。

西北油田的各个重点工程都在争分夺秒

抓紧施工。“四号联混烃脱硫工程是创效的重

点工程，早一天完工，就能早一天生产出产值

更高的域类轻烃，1 吨的价格能高出 550 元

左右。”采油二厂李士通休假回来，直奔距厂

部 35 公里远的联合站，不到 20 天，他的脸已

经被晒出了“口罩脸”。为了第一时间处理生

产事宜，他晚上直接睡在值班室，同事们说他

为了创效“拼了”！

攻关开路，“领航”行业顶尖技术
“日产油 69.9 吨，产量比侧钻前提高了

14 倍！”5 月 10 日，西北油田首口超深短半径

侧钻井开井投产。降周期、降成本、提产量的

超深短半径侧钻技术是西北油田工程院“百

日攻坚创效”行动的一个缩影。

工程院针对现场降本创效，全方面找寻

潜力点，加大现场调研和需求对接的力度，深

入各采油气厂进行深入调研，针对性开展方

案设计和科研攻关工作，全力配合百日攻坚

创效行动。

4 月 22 日，超深短半径侧钻技术在

TH10272CH 井开展先导试验并获得成功，实

现实钻曲率半径 40 米，侧钻进尺 99.11 米，

钻井周期 8.35 天，周期缩短 40%，降低成本

近千万元。

“降成本就是创效最有力的措施。我们就

是要时刻紧盯现场难题，以全方位降本为目标

进行现场攻坚。”工程院副总李双贵说。截至目

前，2020 年平均完钻井深 8394 米，完钻周期

159.2天，同比去年缩短 100 天，微纳米封堵防

塌等自主研发技术在顺北得到规模推广。

今年以来，工程技术人员累计南疆值班

1259 天，开展驻厂服务 514 人次，为“百日攻

坚创效”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现场技术支撑。

今年是雅克拉凝析气田稳产第 15 年，天

然气达到日产 250 万方，再创新高。六项指标

稳居集团公司 23 个气田区块前列。但是，雅

克拉气田已进入开发中后期，关停井占总开

井数的 45.83%，使气藏开发变得难上加难。

不畏难，就不难！开发研究所迎难而上，迅

速组织精兵强将成立攻关小组，积极调整思

路，创新工艺技术，采取进攻性措施，使一批关

停井成功“复活”，日增产天然气 15.8万立方

米、凝析油 20.5吨。对 YK28H井首次采用小套

管液压桥塞封堵技术后成功复产，缩短施工周

期 20 天，节省作业费用 145.59 万元，增效

228.84万元。通过创新工艺技术，雅克拉气田

全年可累计增产天然气 3600 万立方米、凝析

油 5000吨，提高区块采收率 1.43个百分点。

西北油田“创效行动”不仅有顶尖的钻井技

术“保驾护航”，还有无数的小发明“推波助澜”。

二厂职工杨小伟与“吴登亮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员共同发明了“带压起下杆柱作业双

封防喷管”，提高生产时效 4 小时，节约泵车、

水车、吊车等作业费用每井次 0.7 万元。

雅厂“百日攻坚创效”创新团队利用 PLC
模块的 DO 点控制开关信号控制中间继电

器，通过电脑鼠标便可远程控制井场照明灯，

增强井场监控的安全性，节电省时、方便智

能，年可创效 1.1 万元。

在浓厚创新创效氛围影响下，采气厂共

涌现改善经营成果 40 余项，小发明、小改造

30 项，有效解决了多项生产难题，创效达到

近千万元。这些技术革新成果拉升了百日创

效的箭头。

优化调整，“精细”重点成本管理
6 月 18 日，分公司首个生产类联合招标

项目结束。

联合招标，不仅可以快速调配承包方、快

速处理问题，还降低了成本。仅在注气安排

上，通过联合招标，抱团取暖，注气价格下降

40 元/千方， 咱紧转 P2暂

川煤集团获得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格

7 月 22 日，四川煤炭产业集团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试点单位评审会在广旺公司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分中心举行，川煤集团顺利通过

四川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单位评审，成为

四川省首批 10 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企

业机构之一。

“川煤集团作为试点企业要和广大院校

和政府部门一起，稳步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工作，扎实推进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持

续有效地为企业培养各类技能人才，为企业

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服务和助

力四川企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四

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质量管理部部长

张敏在评审会上说。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作为技能人才评价新

模式，是国家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是落实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

划的重要抓手，是关系每一位技能人才职业

生涯发展的切身大事。

川煤集团一直致力于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集团“十三五”人才队伍规划中明确：“持

续开展各类员工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工作，

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集团公

司员工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到“十三

五”末期，集团各类技能人才（高级技师、技

师、高级技工）占操作岗员工比例达到 10%以

上或达到行业较高水平，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人才比例达到 25%以上；各类技能人才素质

明显提高，与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匹配，形成区

域内行业技能人才高地。”

川煤集团总会计师王毓：“感谢省人社部

门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举措，助推技能人才

干事创业。后期将认真研读，用足用好政策，

立足川煤，面向全川，开展煤炭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工作，打造集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金字

招牌，努力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天府工匠。”

通过此次评审，川煤集团能依据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自主确定考核

内容、自主选择评价方式、自主确定评价结果

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川煤集团颁发的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能在全国联网查询系统里查

询，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享有同等效力，其持

有人对应享受同等待遇，纳入人才统计、高技

能人才表彰、政府奖励津贴等范围。

自主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实施，必将有利

于拓宽川煤集团技能员工成长的通道，促进评

价与培养的进一步结合，对于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加快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

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渊戚彪冤

阳信一企业获得
74项发明实用专利

7 月 21 日，记者在位于阳信县开发区的

山东正信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访时获

悉，在中国科学院的技术支持下，由正信德独

立研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质锅

炉已取得或实审通过的发明专利 28 项、实用

新型专利 46 项，该公司高效清洁燃烧技术为

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目前累计推广炉具

已达 30 多万台，成为全国“生物质燃料化清

洁利用”引领者。

该公司在国内率先进行农作物秸秆燃料

化全产业链的研究、建设及实施落地，秸秆能

源化全产业链的建设和运营获得了国家专

利，该体系和技术在全国系正信德公司独有。

公司研发的超高温干馏裂解气化燃烧技

术，可使核心燃烧区温度达到 1300益多度，炉

具的燃料转化率和热效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排放的尘含量极低。7月 3-5日，公司参加了在

第十五届中国（济南）太阳能利用大会暨多能

互补展览大会，受到客户青睐。渊翟成新 赵雷冤

世界路，国马车
国马增程式新能源汽车惊艳亮相第八届郑州新能源汽车展

荫港东集团董事长陈俊延（右二），港东集团副董事长、开封金诺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才（右一）
与到企业参观的北大方正集团原董事长魏新（左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南省慈
善总会副会长单恒伟（左一）合影。

荫港东集团执行董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杜炬在汽
车展会上。

应对低油价下的降与增
———西北油田百日攻坚创效行动纪实

荫重点工程，大型施工现场，监督、监护、甲方、
施工方相互配合，一体化施工。 荫远程监控， 小时“看护”油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