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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健

一般来说，作为运输公司购买车辆，均会

考虑价格、质量、性能、油耗及安全等因素。而

在如今的国内商用车市场，各大生产厂家的

产品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运输用户

首要考虑的便会是油耗。毕竟，在产品质量不

相上下，且在标载的状况下，车辆的油耗成为

企业降低成本，实现盈利的重要考量。

作为河南沁阳山边运输公司的总经理，

王春宝对此深有感触，也是因为陕汽重卡在

价格和油耗上的出色表现，加上产品的军工

品质，这样的优质重卡赢得了他和公司员工

的一致认可，用他的话来说，购买重卡车辆，

性价比一定最重要，原则便是：不求最好的，

只选最适合的。

■有比较才能选择
王春宝领导的沁阳山边运输有限公司，主

要服务于沁阳市宏达集团。成立于 2003年的宏

达集团是河南焦作市唯一一家绿色短流程钢铁

企业，也是河南省钢铁产业链延伸较长的民营

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圆梦、转型升级、多元壮大

和开拓进取，旗下拥有鸿发金属、鸿利再生汽车

拆解、宏通运输和山边运输等十余家子公司，年

可炼钢 50 万吨、轧钢 120 万吨，形成以钢铁制

造为核心，集钢铁冶炼、再生钢铁回收加工、物

流运输、钢铁贸易、汽车回收拆解、分类再加工

的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现代服务业为一体的智

能化、绿色化的大型集团公司。

王春宝管理的山边运输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公司内车辆都是从事集团所需原材

料和成品诸如线材、钢筋、废铁等产品的运

输，运输范围遍及河南省内，山东、浙江就周

边的省市。

近年来，宏达集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大环保治理力度，致力于

打造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和

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了钢铁行业智能化、绿

色化“钢铁标杆”，开始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之前宏达集团的运输几乎全是通过社会

上的运力解决。因而，在 2018 年，宏达集团成

立了宏通运输有限公司，希望通过企业标准

化的管理，规范公司的运输市场，同时降低经

营成本。

“当时公司全部采购的是国内另一个知名

品牌的重卡车辆，数量多达 100 多台。该车配

置的潍柴动力，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会发

现油耗偏高，百公里耗油高达到 40 多升。”王

春宝说，在运输公司实行成本核算，独立经营

的情况下，影响成本的主要是油耗和工资，而

工资方面是无法降低的，毕竟司机是靠工资

吃饭，养活家人的，所以，就想找一家油耗能

低下来的重卡产品来降低经营成本。

王春宝告诉记者：“我们在市场上去考察和

了解了国内包括一汽解放、陕重汽、中国重汽、

青岛解放等重卡生产厂家的一些重卡产品，在

配置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重点从价格和从性能

方面进行对比，发现有的产品在价格方面非常

贵，单价卖的高，而有的产品的油耗比较大，还

有的在驾驶的舒适性上做得不好。”

通过比较，王春宝决定购买了 4 台陕汽

重卡在宏通运输公司进行使用。“我们和原来

使用的重卡进行了同样标载情况下，行驶相

同的路程进行对比，在油耗方面，陕汽重卡的

产品是很低的，正常跑车每百公里油耗为 35
升左右，比原来使用的重卡足足少了 7 公升

左右的用油。”王春宝兴奋地告诉记者，来回

跑一趟郑州的话，将近 400 公里，相当于能够

省 28 升油，按照目前的油价 6 元来算，来回

一趟就能省 100 多块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规避一些经营风

险，一方面便于单独核算，集团公司又成立了

山边运输公司。“不试不知道，一比较就有判断

了。那时候我们关注立公司驾驶员的反映，陕

汽重卡动力性强，抗噪皮实、小毛病少，出勤率

高，驾乘也很舒适，驾驶员都争抢要开陕汽重

卡车辆，我们就觉得陕汽重卡不仅品牌的品质

非常好，而且当时购车的价格也是比其他品牌

低很多，因而，陕汽重卡的性价比是相当的高。

于是，通过货比三家，我们在山边公司全部采

用了陕汽重卡。”王春宝如是说道。

■有品质才有未来
近几年来，陕汽重卡产品在河南市场一

直保持快速上升领先地位，充分说明陕汽产

品品系丰富、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

舒适性等方面的都在同行业产品中有优势；

并且，陕汽重卡的营销团队对客户需求理解

到位、市场应变精准、服务意识全面、TCO 托

管服务实施，充分赢得用户的认可，也就有了

持续销量的增长。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好

产品是前提。作为因军而生、依军而强的陕汽

重卡，产品自然是军车级品质要求，体现了第

三代军车级的集成技术、自适应行驶技术、全

域环境适应性、军车级轻量化等技术的综合

应用；同时，通过研究行业趋势，深挖客户需

求，不断优化产品方案，从产品的设计、生产、

制造、售前、售后的每个环节，都从用户利益

出发，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心里时时刻

刻装着用户。

如今，陕汽重卡产品拥有五大专有技术：

超级动力技术，超级省油技术，超级轻量化技

术，联合制动技术，柔性换挡技术，这五大专

有技术，联合打造出了适应最广、产品最优、

运速最快，也是最皮实耐跑的重卡产品，让陕

汽持续保持在天然气、纯电动、混合动力、辅

助驾驶、无人驾驶、智能网联等方面行业领导

技术优势。

陕汽通过对 31 个细分市场进行需求研

究，匹配最优化的产品。在煤炭、港口、渣土、

矿产、油田等多个细分领域成为陕汽重卡的

强项，多年持续保持行业市场第一；在这些细

分市场中，都有符合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确

保大家的使用高效、合规、智能、省钱。

对于陕汽重卡产品，王春宝最为称道是陕

汽通过搭建车辆远程监控平台，对车辆运营数

据、行驶轨迹、驾驶行为操作等进行监控，分析

应用陕汽重卡的“天行健”车联网数据，能够有

效提升车队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司机安全行车

提供重卡专用导航、故障报警、维保提醒等服

务，实现车辆故障的提前预警、车辆保养的智能

提醒、车辆运营过程的主动关怀服务。

“这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公司对驾驶员的管

理水平，不仅在制度上进行约束，还在实际工作

中运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加以监督，公司的运行

效率有效提高，周边的大型企业如国电投河南

电力沁阳分公司、河南晋煤天庆化工、昊华宇航

化工、河南超威电源等公司的运输，看到我们使

用陕汽重卡的车辆带来企业的变化，也在和我

们寻求合作，其他一些做散户运输车主都在竞

相更换购买陕汽重卡，我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

用。”王春宝十分肯定说道。

下一步山边公司还在陕重汽的支持下，

建立起特约维修站，马上就要投入使用。将来

公司还将在厂区内广泛使用新能源充电重卡

等等方面，购买陕汽重卡产品，王春宝认为，

和陕重汽将来合作的空间巨大，现在仅仅是

刚开始。

如此看来，有品质的产品就一定会有市

场。

■ 杨光

上海有道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冷冻机油等特种高端润滑油及特种工厂用油研

发、生产及销售等业务于一身的高新技术企业。

有道新能源自 2011年成立至今，吴凤广一直担

任公司总经理之职，用自己出色的领导才能和

研发实力，带领有道新能源研发了众多适合中

国市场的新产品，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帮助有道新能源实现了市场份额的

不断扩大，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制冷压缩机市

场的佼佼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制冷压缩机市

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凤广 1996年毕业于石油大学工业分析

技术专业，毕业后曾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公

司、上海欧贝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等业内知

名公司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

验，为他日后创办和运营上海有道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支撑他一路

走来的，是致力于造福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自

有道新能源创立伊始，吴凤广就确立了公司的

使命：“大力推广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将先进

的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于实际，为社会发展和

技术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在科学管理公司的基础上，吴凤广带领

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和扩大市场份额为

核心，他对公司的产品研发极其重视，甚至亲

自带头从事研发工作，推动有道新能源迎头

赶上每一波科技浪潮，推出了 CR2000 系列钢

板冷轧润滑油、KR 系列制冷专用冷冻机油、

KP 系列制冷专用冷冻机油和 R5100 静电喷

涂防锈油等多款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勇于

拥抱最先进、最新潮的思想与技术，正是吴凤

广能领导有道新能源走向成功的诀窍。在公

司经营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斩获订单

的机会，每年国内外举行的大型展会，只要有

时间他一定会参加。近至国内的中国润滑油

产品及相关展会，远至国际同类型展会，都能

见到吴凤广率领团队在那里推介公司产品的

身影。吴凤广的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公司

产品畅销国内外，并且已经与青岛海尔、美

芝、格力凌达、海立、春兰、白雪、万宝、华意等

客户确定了长期合作关系，客户名单涵盖了

国内制冷行业 90%以上的生产厂家。

现如今，上海有道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蒸

蒸日上，拥有包括矿物型冷冻机油、合成型冷冻

机油、汽车用油、金属加工油、工业设备用油等

在内的各种高端特种润滑油产品，广泛应用于

汽车、机械、冶金、电力、建材、化肥、煤炭、国防

等行业，以专业品质，走在时代的前沿。

从业 25 年来，在国内当初尚属空白的高

端润滑油领域，吴凤广硬生生踏出了一条通往

国际前沿的康庄大道。他积极研发新产品、推

广产品，在推动有道新能源快速发展与高端润

滑油领域建设的同时，也水到渠成地成就了自

己，成长为国内高端润滑油领域的先驱。

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人们渴望从艺

术、文学和生活中体验更辽阔的人生，而阅

读，则是拓宽生命宽度与深度的最佳途径。

格力地产无界文化通过打造色彩斑斓的

艺文空间，给人们提供了一方集阅读、交流、

分享、创作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空间，被誉为

“城市文化客厅”。自 2020 年起，阅读的灯火

已走出无界书店、无界美术馆，点亮更多城市

公共空间。

阅读，开启星辰大海的远航
10 月 31 日午后三点，无界书店响起了匆

忙的脚步声，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儿

童文学作家慈琪的讲座分享。阳光暖和着深

秋的微凉，从书店内可望见不远处的大海正

闪烁着波光。一切美好，仿佛就是为了这场期

盼已久的会面。

沉浸式的阅读享受、热烈的话题讨论

……两年来，无界文化携手国内知名的绘本

作者、专家学者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等，以“提

灯的使者”为主题，通过讲座、沙龙、故事会、

手工作坊、研讨会等形式，举办了 30 多场精

彩纷呈的城市公共阅读推广活动，为市民带

来了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新体验。

全民阅读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基础，也是

构建城市人文精神的基础。因此推广城市公

共阅读，是格力地产与无界文化一直努力的

方向。

秉持着“阅读即日常”的理念，无界文化

以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点亮城市阅读的星

火，如无界文学大家、无界文学季、无界阅读

月、无界讲堂等等。“提灯的使者”延续这一主

题，将阅读延伸至更多的公共空间。

起初，活动主要针对儿童开展了绘本艺

术、儿童文学的分享。在每一场活动中，孩子

们天马行空的想像、独特的个性得到彰显，关

于世界的疑惑得到解答，潜藏的创造力得以

激发。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活动进行了迭代更

新。无界文化携手儿童阅读推广人邱凤莲、岳

乃红、丁筱青等，兼顾教师、学生、家长三个主

体的需求，共同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构建良性循环的亲

子共读环境……

“我们一直在探索、突破和革新，也感受

到越来越多的群体参与到我们当中。”无界文

化相关负责人说道。截至目前，“提灯的使者”

已走进珠海 20 余所学校，线上线下覆盖过万

人次。无数的孩子从中拓宽了眼界，获得更加

丰富的生命体验；无数的家长获得“亲子共

读”新感悟；无数教育工作者得到教研工作上

的启迪。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

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

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在每一场活动

中，倾心分享的作家、学者、教育工作者们正

像一位位提灯的使者，照亮这场浩瀚星途的

未来。

无界，点亮城市人文的灯塔
城市由人构成，最终也应该服务于人。这

是格力地产打造理想之城的出发点。在通往

理想城市的征途上，无界文化便是点亮这场

征途的灯塔。成立以来，无界文化一直致力于

提升服务城市的能力，期望以“人”为核心，用

艺术文化构筑共同发展的人城关系，共创城

市人文精神。

伫立于唐家湾半岛的无界书店不仅是传

播知识的场域，也是各式艺文展演的文化场

所。既然是一个文化场所，就涉及空间美学的

营造，也必须注入有能量、有气质、有个性的

场所精神。

因此，通过城市中的多元活动，邀请多元

面向的市民共同参与，通过人、空间、活动激

荡而生一种向上的文化氛围，是无界书店一

直努力的方向，也是推动城市文化多元发展

的契机。

格力地产董事长鲁君驷曾表示：“无界书店

是繁华商业中的静隅，亦是我们对物质富足后，

精神应该归放何处的回应。我们在带来物质享

受的同时，创造精神空间，让美好生活的两个维

度共同生长，如同此起彼伏的海浪。”

随着“提灯的使者”等城市公共文化活动

的推广，文学与艺术走出书店与美术馆这两

个特定的场所，步入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惠

及更多的受众。“无界文化作为社会力量，希

望不断提升服务城市的能力，将文化从融汇

吸纳，拓展至输出，让已积累的优秀资源能更

精准地输送到城市的各个空间。”

至此，无界文化所努力构筑的已不仅仅

是一个艺文生态圈，更是爱的收集器与城市

记忆的承载体。纵使时光流逝，这些美好的瞬

间却会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城市也因此

变得愈加丰富多彩。 渊中新网冤

便民敬老餐饮“登场”
石油人吃上“爱心餐”

每到用餐时间，在宝石花物业西南油气

田地区公司川南物业项目静和苑小区里，位

于长江之畔的“宝有爱”便民敬老餐饮点里就

充满了欢声笑语。这里每个工作日中午、晚上

为石油人提供“爱心餐”，离退休职工及家属、

石油小区老年居民还可享受敬老优惠价。

在“我为员工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该公司党委紧盯员工群众的“急难忧盼”问

题，广开言路、开门纳谏，针对石油小区内高

龄离退休老同志及家属众多，钻探、采气等一

线员工常年在野外工作经常不在老人身边，

对生活照料等方面诉求较多的实际情况，整

合多方资源从人性化角度给予关爱关怀。

自今年 10 月开始，川南物业项目党总支

便着手便民敬老餐饮点的筹备事宜，经过多

方努力，餐饮点于 12 月 8 日正式投入使用并

对外营业，在开业的第一天，就迎来了 300 余

人次石油人前来购餐。

“我们前一天通过微信群，就能看到第二

天的菜谱。每天中午两荤一素一汤，下午一荤

一素一汤，还有包子、馒头、花卷可供选择，很好

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退休职工李阿姨感慨

地说：“外面餐馆的菜大多重油重盐，吃完不舒

服。而这里的饭菜控盐控糖，特别适合老年人，

食品卫生安全也有保障，我们吃着很放心。”

据了解，便民敬老餐饮点每天荤素合理

搭配，确保营养和健康，口味更适合老年人，

价格也很亲民。据川南物业项目党总支书记

向大斌介绍，为了让服务更具针对性，且兼顾

节约不浪费的原则，项目党总支专门建立了

微信群，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将第二天的菜谱

提前发到群里，供大家做好选择，待疫情结束

后可接受石油高龄老人、重疾伤残人员的预

约订餐并配送上门等服务。

“有了我们石油人自己的‘老年餐桌’，我

们顿顿都可以吃新鲜的，荤素搭配、营养充足，

这不仅解决了我们老年人做饭不方便的问题，

还能让儿女们省心，他们在石油前方好好工

作，家里有石油物业管着我们呢。”退休职工杨

师傅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渊于鹏 黄健冤

榜样的力量
12 月 8 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

煤厂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收看中央组织部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榜样

6》。该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

榜样、争做榜样，在企业积极营造崇尚先

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魏坤 摄影报道

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

坚决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资本

近日，在 2021 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

上，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表示，中国联通发

展的定位明确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运营服

务国家队、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主力军、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

刘烈宏宣布，基于新定位，中国联通公司

战略升级为“强基固本、守正创新、融合开

放”，更加突出强网络之基、固服务之本，练好

“基本功”；更加突出守网络化之正，拓数字

化、智能化之新，打好“组合拳”；更加突出要

素融合、市场融通，与合作伙伴一起打好“团

体赛”。

刘烈宏称，为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迈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中国联通全面建设广度、厚度、深度行业

一流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构

筑数字新底座。

在新定位新战略下，中国联通将全面发

力数字经济主航道，将“大联接、大计算、大数

据、大应用、大安全”作为主责主业。具体看，

中国联通将从四个方面着手，做深大联接，联

通数字世界；做强大计算，融通数字发展；做

活大数据，赋智数字能力；做优大应用，创造

数字价值。

从业务上看，中国联通将持续深耕 5G
精品网、千兆宽带精品网、政企精品网和物联

网；构建云网一体；发挥通信大数据优势，提

升大数据、AI、区块链技术融合能力；着力拓

展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深化重点垂直

行业、民生、政务应用等各领域布局。 (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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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无界文化：打造艺文空间 让阅读“趣”出圈

吴凤广：高端润滑油领域专家

王春宝：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河南沁阳山边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宝选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