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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12月
10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在广东惠州组织召开国产首
台套“120万吨／年乙烯装置用离心压缩
机组”产品鉴定会。在对机组的主要技
术指标及性能、实际运行情况等逐项进
行审核之后，由14名流体机械专业和石
化行业知名专家、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
会最终评定：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研制的“120万吨／年乙烯装置用离
心压缩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是装备国
产化的重大技术突破，机组整体性能达
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据了解，目前全球只有美国、德
国、日本和中国具有百万吨级乙烯压
缩机制造能力和业绩。“120万吨／年
乙烯装置用离心压缩机组”的成功研
制、稳定运行并通过专家鉴定，标志着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了百万吨级大型

乙烯装置关键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
离心压缩机组是乙烯装置的“心

脏”，一旦压缩机出现问题，不仅乙烯
装置停产，同时，以乙烯为原料的下游
装置都将停产，会造成巨大损失，行业
内有着“停产一天损失千万”的说法。

2017 年 11 月 27 日，我国首台套
“120万吨／年乙烯装置”在有着“巨无
霸”工程之称的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二期项目现场一次试车成功，并创
造了我国石化乙烯行业机组最大、调试
最快、指标最优的新纪录。中海壳牌二
期项目采用的“120万吨／年乙烯装置”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乙烯装置之一，其核
心设备裂解气、乙烯、丙烯压缩机组全
部由沈鼓集团承制和安装。

对于有着“石化之母”之称的乙
烯，沈鼓人深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工
艺，沈鼓不断打破国际垄断，实现了80
万吨、100万吨、120万吨乙烯三机的

“三级跳”，将我国大型乙烯机组的研
制水平提高到世界领先。从自主研发
出我国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以来，沈鼓
已累计生产各类乙烯装置用压缩机68
台套。天津、镇海、抚顺、浙江、惠州等
地多个百万吨乙烯工程，都有力地跳
动着沈鼓制造的中国“心脏”。

在此基础上，沈鼓瞄准国际最先
进技术和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创新与
完善升级，开展了大型高端乙烯压缩
机组的系列规划与技术研发。目前，
沈鼓已经具备“150 万吨／年乙烯三
机组”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成为
世界一流的乙烯装置用压缩机供应
商，并可完全满足我国乙烯行业快速
发展对装备的技术需求。

沈鼓成为世界一流乙烯压缩机供应商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初
冬时节，当北方农村普遍进入冬闲之
际，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董船营村
的村民却开始冬忙。通过改变草莓
种植期，往年要等到 12月末或来年 1
月初上市的草莓，今年已提前成熟，
让这里的草莓种植户具有了同名牌
草莓竞争的优势。

董船营村的草莓种植始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在此之前，董船营村因为
山多地少，没有像样的脱贫致富项目，
村民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每到冬
闲，没有项目可做，村民只能猫冬。当

地政府看在眼里，愁在心上。
1993 年，雅河乡政府在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下，为董船营村引进草莓
种植技术，引导当地农民利用大棚种
植草莓，当年便让农民见到了效益。
到今年，董船营村和附近的荒甸村的
草莓种植面积已达70多公顷，成为当
地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董船营村的草莓种植面积扩大
了，成为远近闻名的草莓村，形成了
稳定的市场和成熟的技术。然而，桓
仁本地草莓近年来日益受到丹东草
莓的影响和冲击，尤其是每年开春，

大批草莓集中成熟、集中上市，地产
草莓不仅在本地市场互相竞争，而且
与省内外名牌草莓“撞车”，越来越缺
少竞争优势。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今年，董船
营村草莓种植户决定采用错峰种植
方法，在保证绿色种植的前提下，精
算草莓成熟时间，普遍将种植期提
前，抢占市场先机。年初，董船营村
从外地引进草莓苗冷冻技术和机器，
并邀请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学，为的就
是让本地草莓可以提前上市。

12 月 10 日，记者走进董船营村

草莓种植能手李祥明的草莓大棚，熟
透了的草莓果实鲜艳诱人。李祥明
喜滋滋地说：“咱家的草莓比往年提
前 40天成熟，每公斤售价 80元钱，能
多卖好几万元呢！现在，市场上的草
莓正处于断档期，我们村的草莓新鲜
上市，真是供不应求啊！”

据了解，董船营村除了草莓，还
发展了油桃种植。今年采用新方法
改变了草莓成熟期和上市时间，为董
船营村发展大棚种植技术闯出了一
条新路，其成功的经验，将对其他大
棚产品种植带来新的发展思路。

比省内外其他品种提前40天上市

董船营村草莓错峰成熟抢市场

本报讯 12月 11日，记者获悉，
辽阳石化公司立足全员、侧重一线开
展的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最终评选
出 46名状元、157名明星。他们分别
被予以 6000 元和 4000 元重奖，并给
予操作服务岗位状元、明星的相应技
能等级晋升。

辽阳石化公司始终把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技能作为提升企业内
生动力和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积极
搭建员工成长平台，持续推进与落实
技能人才晋级计划、创新创效计划和

石油名匠培育计划，大力培养领军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

为提升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岗
位技能，适应并推动企业稳健发展，
今年 4月，辽阳石化公司紧密结合生
产经营实际、岗位业务技能要求，深
入开展“大练兵、大比武、评状元”活
动。历时 7个月的活动，不仅涌现出
一批状元、明星，而且推动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今年前 11 个月，辽阳石
化公司实现账面利润 3.2亿元。

董新光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辽阳石化赛出
203名岗位技能状元明星

速览 SULAN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我
们两口子都加入了扶贫协会，今年分
红 5000 元。另外，协会安排我老伴
儿在苗圃基地干活，能挣 8000 多元
工资，加上低保金 10860 元，我们这
个家今年就能脱贫啦！”12 月 10 日，
记者来到昌图县鴜鹭树镇后马家村
村民张友家，张友夫妇拿出记账簿，
一边给记者说明每笔收入的来源，一
边夸赞镇上的扶贫协会。张友因患
尘肺病而丧失了劳动能力，3个孩子
还在上学，家里仅靠其爱人打工有点
收入。

鴜鹭树镇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00 多人，分散在 14 个村，由于人
员分散，不便于集中人力、物力发展
产业，而没有产业就很难实现稳定
脱贫。为了实现贫困人口抱团脱贫
的目标，镇里组建了由镇党委书记、
镇长为会长，贫困人口为会员的扶
贫协会，整合 100 多万元扶贫资金，
利用当地土地确权后清理回收的
8.7 公顷集体土地，成立了一个苗圃

基地。基地由镇党委书记高洪君负
责宏观管理，林业站站长负责技术，
聘请有劳动能力的精准扶贫人员参
加苗圃日常劳动。苗圃的收入、支
出由协会统一管理，收入用于贫困
户分红和劳务工资。

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苗圃基地
已达 24公顷，分布在 14个村，培育苗
木 30 多万株，实现利润 170 多万元，
100万元用于贫困户分红，70万元给
精准扶贫务工人员发放工资。今年，
每个贫困人口分红 2000 元，每个扶
贫务工人员人均工资 8000元。

鴜鹭树镇扶贫协会解决了无劳
动能力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问题，也
调动了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的积极
性，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高洪君告诉记者，苗圃基地的劳
动量是有限的，为提升劳务人员的收
入，镇里利用苗圃基地提供的苗木，
由劳务人员负责各个村子的美化绿
化，既提升了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
也促进了农村的环境治理。

鴜鹭树镇贫困户
入“扶贫协会”抱团脱贫

全球只有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具有百万吨级
乙烯压缩机制造能力；沈鼓研制的“120万吨／年乙
烯装置用离心压缩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是装备国
产化的重大技术突破；企业已具备“150万吨／年乙烯
三机组”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今年，
朝阳市共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2818 公
里、桥梁576座、过水路面532处，解决
了 171 个村通柏油路或水泥路面，并
实现多条乡村公路联网连线。通过全
力推进农村公路新建、改建及维修改
造，朝阳市农村公路路况水平得到了
提升，大大改善了农村百姓的出行条
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小康社
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朝阳今年新建改建
农村公路2818公里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2
月10日，乙二醇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
所挂牌上市。乙二醇期货将与 PTA
期货一道，为聚酯产业提供更完整、更
全面的原料避险工具体系，促进相关
产业的健康发展。

乙二醇期货是大商所上市的第17
个期货品种、第四个化工品种，是大商
所完善石化期货品种体系、拓展服务实
体经济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探索，是大商
所继豆粕期权上市、铁矿石期货国际化
和场外市场建设之后，持续深入推进多
元开放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

乙二醇期货
在大商所挂牌上市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12
月11日，由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和微
软（中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 大
连工业物联网产业峰会”举行。微软

（中国）、罗克韦尔、美国参数技术等
国际企业以及华为、浪潮、东软、华信
等国内IT领军企业代表和大连重点
工业企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
讨论工业物联网技术趋势及创新应
用，剖析行业发展现状，谋划大连工
业物联网产业转型之路。

近年来，大连市加快发展物联网
产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在全市主要工业企
业中推广工业物联网技术，充分发挥

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优势，支持工业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加快推动智能制造从多点突破向系统
集成领域迈进，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构
建灵活化、个性化和高效率的生产体
系，推动“大连制造”转型升级。

本届峰会涉及“IOT 战略思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物联网助力
制造企业转型”等行业关注热点和实
践成果。这期间，举行了微软与大连
企业项目技术对接圆桌会，邀请 10
家优质本地企业与到访微软专家进
行面对面交流，部分企业达成了合作
初步意向，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工
业物联网设计领域开展紧密合作。

工业物联网业界代表
齐聚大连谋划产业转型

坐落于昌图县老四平工业园区的民营企业
辽宁比科新能源有限公司，虽然建厂仅4年，但
公司每年将销售额的 30%用于研发，组建了一
支由博士带队、硕士为骨干的研发团队。公司
研发的环保绿色锂电池寿命长、耐低温、充电
快，一经推出便热销市场，更是受到德国等发达

国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青睐。2016年12月，公
司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前 11
个月，公司满负荷生产，日产10万颗电芯，依然
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图为公司员工在加班加点生产。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摄

“比科新能源”三成销售额用于研发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2
月11日，记者从鞍山千山风景区管委
会获悉，辽宁千山旅游集团与华侨城
旅投集团已正式签订为期3年的赋能
管理服务协议，鞍山将借力央企管理
运营千山景区，并搭乘国内知名旅游
平台的大船宣传营销千山，以此为牵
动，不断做大做强鞍山文旅产业。

华侨城旅投集团是隶属于国务院
国资委管理、以旅游及相关文化产业
经营为主导的大型央企，华侨城旅投
集团是其投资平台之一。华侨城旅投
集团将派驻专业管理人员组成项目管

理团队，从景区运营管理、市场营销、
景区经营项目等方面对千山风景区进
行赋能提升管理，实现千山风景区游
客量和经营收入的全面增长。同时，
将把千山风景区纳入华侨城整体宣传
营销体系，借助华侨城成熟且多元的
宣传渠道和方式、广泛而稳定的营销
网络，与华侨城旗下景区共同策划举
办大型品牌活动，联动组合宣传推广，
参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华侨城文化旅
游节和其他华侨城大型节庆活动及品
牌推广活动，从而提升千山风景区的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鞍山借力央企
管理运营千山景区

“科技兴关”
是大连海关一直
以来牢牢把握的
主题。该关不断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立足口
岸一线需求，提高通关效率，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其中，
大连海关技术处积极扶持和
推动“微波介电”“无人机”
“汽车衡”等既是一线急需又
有社会良好应用前景的科研
项目。

核心
提示

大连海关提升科技标准创新能力服务地方经济
本报记者 王荣琦

为充分发挥科技在海关改革发
展中的支撑性、引领性作用，通过关
检科技融合，推进重大科技创新、自
主创新，落实科技兴关战略要求，大

连海关联合大连港集团、航天科工集
团共同研发了国际首套大型工业化
微波介电热处理原木技术装备。该
装备以绿色、环保、高效的技术优势，

开辟了原木处理新方式。凭借创新
科技，抢占国内外原木检疫处理方式
制高点，解决了溴甲烷熏蒸对环境污
染的世界性难题，大幅度提高了进口

木材的通关效率。
新型微波检疫处理技术的应用，

对提高口岸验放速度、增进“大通
关”效能以及保护环境具有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
林业政策正处在关键性调整的历史
机遇期，若能依托辽宁自贸试验区
的政策优势和大连口岸的集疏运条
件优势，加快推进微波介电加热检
疫处理原木技术装备应用，扩大资
源性商品原木的进口，势必会促进
东北木材贸易、生产加工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对东北新一轮振兴产生
深远影响。

大连海关辖区港口众多，是东北
老工业基地主要的大宗资源性商品
进口口岸，与之相适应的水尺计重也
成为大连海关鉴定部门采用最广泛
的鉴重手段之一。今年，大连海关共
完成进出口散装货物水尺计重700余
船次，总重量近1000万吨。

为解决过程烦琐、耗时长的痛点
问题，大连海关在全国系统中首创应
用四旋翼无人机观测吃水的新模式，
只需鉴定人员操作无人机至船舶水
尺标记处，悬停若干分钟，即可完成
水尺数据的采集工作。

无人机观测船舶水尺大幅提高
了现场工作效率，既能为贸易关系人
节约拖轮使用费用，又能通过缩短船
舶在港时间，节约船舶港口使用费，
同时也减少了货物在港的周转时间，
提高了港口整体作业效率，切实达到
了提效降费的效果。据统计，无人机
水尺计重单次可压缩时间一至两个
小时，平均节约拖轮使用及船舶在港
费用0.9万元。

今年，大连海关共开展无人机水
尺计重 390次，涉及船舶 210船次，累
计缩短现场工作时间 456 小时，节约
港口拖轮使用费 170 万元，节约船舶
在港费用187万元。

大连海关还注重标准创新能力，
积极主导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
作。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谷物和豆类
委员会主导制定的“大批量转基因产
品抽样和制样”标准，将于 2020 年前
后完成。该标准发布后，将对进出口
转基因产品产生影响，一方面有利于
进出口粮食的快速通关，另一方面限
制非法转基因产品的进口，保护我省
粮食进出口企业的利益，增强我国在
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此外，丹东海关在大连海关技术
处的指导下，以“科技先导、辅助监
管”为原则，成效凸显。特别是以人
工智能为抓手，以配备各类先进监管
设备为手段，实现了丹东海关一夜之
间从落后到先进的历史性飞跃。目
前，丹东海关已具备 H986 大型集装
箱检查设备、货检 X 光机、移动查验
平台指挥车、音视频单兵终端及一系
列手持式监管设备。

聚焦大连海关科技创新之四

图为大连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进行船舶水尺测量。 吴苏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