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首套自主研发深水生产系统投用

事件：近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随着位于我国南海莺歌海

的东方1-1气田东南区乐东块开发项目投入生产，我国自主研

发的首套深水水下生产系统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深水油

气开发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点评：深水水下生产系统是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重要技

术装备，此前，我国水下生产系统依赖进口，面临设备应用面

临采办周期长、采购价格高、维修保养难等问题。此次我国

自主研发的首套深水水下生产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对于打造

自主可控的海洋油气装备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这无疑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大步迈进的一个缩

影。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

也处于由大变强、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

新，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才能让中国制造“骨骼”更强健。

民营船企进军大型LNG船建造市场

事件：近日，扬子江船业集团发布消息称其与法国GTT公

司正式签署LNG MARK III型薄膜围护系统专利合作协议。该

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扬子江船业集团将具备建造应用 GTT

MARK III型薄膜围护系统的大型LNG运输船的资质，是中国

造船业首家获此资质的民营船企。

扬子江船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船企，年造船生产能力

超700万载重吨。

点评：今年，全球LNG市场波动加剧，LNG船订单大幅增

长。建造LNG船迎来了红利期。对于一家造船企业来说，能否

建造大型LNG船，是综合实力的一个显著标志。扬子江船业作

为首个进军该领域的民营船企，一方面与其“国内最大”的称号

相符，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展示出近年来中国造船业的长足发展。

除扬子江船业外，目前国内还有三家船企具备大型LNG船

建造能力。由于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LNG船建造会对中日韩

三个造船大国行业排位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造船订单量

持续领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订单的“含金量”是下一步的

发展方向。

深圳已认定43家跨国公司总部企业

事件：由深圳市商务局主办的2022年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

企业颁牌仪式，近日在福田以“线上+线下”形式举办。截至目

前，深圳共组织了三批跨国公司总部企业认定工作，沃尔玛、华

润万家、凯为医疗、麦克韦尔、普华永道等共计43家外商投资企

业被认定为深圳跨国公司总部企业。

点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往往具有投资、销售、研发、资金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多种功能，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效应，对于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促进外商投资和提升外商

投资服务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外资“磁吸力”强劲。一直以来，

深圳积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对外商投资的吸引

力。目前，深圳已汇集了来自全球超160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

其中包括近300家世界500强企业。

为了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圳于9月5日出台了

《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随着深圳营商环境的不断优

化、支持外商投资的力度更强，深圳必将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安

家落户”，为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罗筱晓）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本报通讯员 米俊茹

“从家政小白到金牌月嫂，从下岗女工走

向梦想舞台，离不开企业搭建的平台。”“ 疫

情三年，发展受阻，集团却依然给我们涨了工

资，暖心！”……

在民营企业山西祥达集团，家政服务员、

外卖骑手、护工护理员等一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较以往有了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这正

源于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家文化。

家人们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在祥达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马晋章的眼

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人。

目前，祥达集团产业工人达 6500 余人，

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3700 余人，涉及家

政、安保、医养、物业等 20 多个领域，服务居

民客户超 10万家。

“要让 6500 余名家人幸福感满满。”马晋

章说，祥达集团是个大家庭，企业和员工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他们既要把企业这个大家庭

建设好，也要把每一个小家庭照顾好，努力让

员工在工作期间，享受到充分的职业关怀、个

人关怀、家庭关怀、节日关怀，真正变“三无”

（无学历、无背景、无专业）为“六有”（有创业

平台、有待遇保障、有社会尊重、有成长空间、

有亲情助力、有政治前途）。

记者了解到，祥达集团是一家劳动密集

型企业，员工多是没有高学历、高技能的普通

劳动者，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予他们关爱，增

强他们对企业的归属感，不仅可以解决员工

流动性大、忠诚度低的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社

会意义。

“我希望企业是员工的梦想摇篮、温馨家

园、精神高地。在这里，家人们既有‘面子’，

也有‘里子’。‘面子’是祥达良好的社会形象

和社会对祥达人的充分尊重，‘里子’是祥达

人生活有保障、精神有追求、未来有希望。”马

晋章说。

关怀家人一揽子

2016 年 7 月，祥达集团工会成立后，把

“服务员工”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定出台《员工关怀计划》，全方位维护职

工权益。

祥达集团工会主席郭朝阳介绍，该计划

分职业关怀、个人关怀、家庭关怀和节日关怀

4 大类，其中职业关怀包括试用期关怀、工作

辅导、职业辅导、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提升、持

证补贴、超值服务、荣誉表彰、离职关怀9个子

类；个人关怀包括薪资保障、保险保障、生日

祝福、健康关怀、生活关怀、心理关怀、法律咨

询、情感关怀、特殊关怀9个子类；家庭关怀包

括子女关怀、老人关怀、家庭关怀（家人生病、

家庭变故）3个子类；节日关怀包括8个子类。

祥达康复医院临终关怀护工原全太说：

“护工工作往往不被外界理解，工作压力较

大，工会组织心理咨询师定期对我们进行心

理辅导，还和医院协调，为我们涨工资……”

21 年前，16 岁的马杏枝进入祥达家居公

司担任导购员。得益于在祥达的历练，如今，

她担任祥达富士康警卫队项目部副经理。她

说，“我是初中毕业，原来很自卑，现在可以很

自信的给同事讲课。在祥达工作 20年，企业

让我带薪学习，给我涨工资，让我做股东，我

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回报企业。”

如今，祥达集团与时俱进提出二次创业、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我们对员工的关爱只会比过去更多。”郭

朝阳拿出刚结束的祥达2022年度职工代表大

会上收集的职工代表意见说，“这是217名代表

提出 8个方面的 156条建议，我们已经逐条答

复、归类，之后会形成制度条例进行实施。”

倾力帮助家人成长

7 月 22 日上午，山西晋城开发区颐翠路

376 号，祥达集团职教后勤基地：祥达职业培

训学校的院子里，10 多名保安员正在训练；

教室内，家政讲师王香玲正在给 30余名家政

服务员讲解“四步黄金收纳法”；三层会议

室，“饿了么”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入职员工开

展手机 APP操作、地图使用等培训工作 。

在“王晋芳技能大师工作室”，祥达职业

培训学校校长、工作室负责人王晋芳正对保

洁员和中式烹调师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

她介绍，学校成立 7年来，对在岗员工的

培训达 13000 余人次，学校主要围绕在职员

工开展新员工入职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职业技能比武竞赛

等，旨在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王晋芳介绍，学校去年共计认定各类

初、中、高级工 3500 余名。通过认定考核的

员工，可以享受集团给予的持证津贴，此举

大大激发了员工学技能、比技术的热情。

近年来，祥达集团在关心关爱员工成长

成才上出真招，着力培养一专多能型员工，免

费为员工培训家政服务、保洁、保安、烹调、养

老护理等新就业形态相关专业技能，每年组

织开展“祥达工匠杯”各类职业技能大赛。

祥达家政服务公司业务主管、第一届

“祥达工匠”秦慧霞告诉记者，她 2018年入职

祥达集团就参加了催乳、小儿推拿、母婴护

理的培训，此后年年带薪外出学习，在 2020

年山西省第六届“晋嫂”家政服务技能大赛

中夺得冠军，指导的多名月嫂获得了晋城市

“金牌月嫂”称号。

“我从下岗女工走向梦想舞台，真正有

了家的感觉，这离不开企业搭建的素质提升

平台。”秦慧霞说。

企事录G

企业新闻 E－mail:grrbcjxw@sina.com6 责任编辑：王群
2022年 9月 20日 星期二

在这家企业，家政服务员、外卖骑手等一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了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

“既要把企业大家庭建设好，也要把员工小家庭照顾好”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祥达集团对没有高学历、高技能的普通劳动者给予全

方位的关爱，帮助他们走向梦想舞台，不仅解决了员工流动性大、忠诚度低的问题，也

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山钢集团日照公司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技术和品牌

持续创新，让“变量”变“增量”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杨位钦

整洁明亮的厂房里，无人行车自主运行，

精准吊运；偌大的智能料场，堆取料机实现远

程遥控工作；充满科技感的研发实验室，一台

台高端设备精准运行，缜密分析……这是在

山钢集团日照公司随处可见的科技创新案例

场景。

近年来，山钢集团日照公司深度实施科

技创新战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一

批独具特色的技术和品牌。目前，该公司已

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10 余个科技创

新平台，一批高端产品成功研发并应用于北

京冬奥会场馆、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北京

丰台站等项目，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这里有国内先进的产品研发设备，为我

们技术创新、高端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在山钢集团日照公司钢铁研究院研

发实验室，全国劳模胡淑娥和同事每天开展

技术攻关，以高强钢、桥梁钢为代表的一批高

端产品在这里成功研发。

山钢集团日照公司运营管理部职工郎达

慧介绍说，近年来，该公司深化“人才+平台+
项目”创新体系建设，加大研发费用投入、研

发奖励力度，营造全面、全员、全过程创新氛

围。强化产销研作用合作，成立 11个团队开

展重点产品和重点市场推广，实现了生产制

造、市场营销、企业研发、社会科研与终端用

户的分工合作、优势互补。

“内部硬件高端，外部携手并进，我们占

据‘天时地利人和’，全力开展技术创新、研发

高端产品。”胡淑娥说。

近年来，山钢集团日照公司 9Ni 钢实现

批量供货；豪华邮轮钢产品性能国内领先；

超高强韧中厚钢板成功入市, 获得下游行业

龙头企业高度评价……创新为高端产品插

上翅膀，山钢集团日照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

步扩大。

另外，山钢集团日照公司积极研究探索

低碳生产技术，推进全流程节能减排和资源

循环利用，构建全流程全过程绿色发展体系，

实现钢铁全流程绿色化发展，让现代钢企与

城市和谐共融，携手共进。

“我们采用多项行业先进创新技术，做到

系统节能、科学用能、提升能效。”该公司环境

保护部部长聂延忠说，山钢集团日照公司树

牢极致用能理念，系统制定《2022 年度能效

提升实施方案》，采用高风温富氧大喷煤等

30 余项国际领先的节能工艺，能源利用效率

持续提升，吨钢新水消耗等指标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铁水放铁量精准控

制、满足炼钢生产需求，山钢集团日照公司开

展铁水装准率攻关，先后实施了 18台铁水运

输车车载电子秤称重系统改造、2 座高炉出

铁摆动溜槽自动化改造等，完成了根据铁水

实时重量、液位，铁水车到位与否等综合判断

功能，实现了放铁时摆动溜槽的自动控制，工

作更加环保节能。

在该公司炼钢厂，“3 号连铸机结晶器自

动加渣系统”项目被职工广泛称赞，该项目的

成功投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生产的稳定运

行提供有效保障。

山钢集团日照公司围绕集团公司“数智

山钢”总体要求，按照“现场操作室一律集中、

操作岗位一律机器人、运维检测一律远程、服

务环节一律上线”的“四个一律”标准，加快智

能产线和智慧工厂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指数

持续上升。

创新驱动，布局智慧运营，让管理更便捷

顺畅。山钢集团日照公司以数字化提升推动

运营体系创新，嵌入智慧制造平台中的流程

驱动生产、采购、HR、财务等业务扁平化管

理。携手阿里巴巴 1688大企业采购平台，推

行信息化平台建设，构建互联网+大数据的

新型采购模式，实现物料标准化、采购商品分

类优化、成本控制，形成内外供应链协作体，

达到保障企业供应、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

产品质量的效果。

在智能料场，山钢集团日照公司在料场

中心建立 5G 基站，将 5G 接收信号固定在车

上，通过交换机与车载多个摄像头连接，将视

频图像和信息实时上传到视频监控平台，无

人化操作更加稳定高效。

“只需一个指令，行车就自动开始工作。”

冷轧厂职工侯可双说，该系统根据产销订单

任务，由库管信息化系统分配行车作业任

务，轻松实现行车自动吊卷任务。该设备投

用以来，从过去人工开行车到现在全自动无

人驾驶，操作人员大幅减少，工作效率更高、

更精准。

青海109家民营企业助力306个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9 月 15 日，记者从青海省民营企业

“百企兴百村”行动推进会上获悉，自 2021 年 9 月青海启动民

营企业“百企兴百村”行动以来，全省现有 109家企业与 306个

村集体建立村企共建模式，组织实施经营类和公益类项目

132 个。其中 112 个产业项目已全部纳入县级实验体系项目

库，投入资金 23亿元，惠及农牧民 7.6万人。

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刘伯林介绍

说，全省 8 个市州、34 个县区成立领导小组及相关机构，全面

开展以“百企兴百村”行动实验项目体系建设、倾斜支持国家

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专项工作、回报家乡专项行动、

“金融服务进民企”专项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体系三专项”工

作。在实验项目体系建设方面，青海各县已完成实验项目的

评审认定，初步建立县级实验项目库，涉及种养殖、农产品加

工、乡村旅游、民族手工业等多种行业及领域，初步形成民营

企业和村集体合作共建、互惠共赢的新格局。

今后，青海将大力培育乡村振兴市场主体，探索民营企业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合作社的合作共建、融合发展，积

极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民营企业+村委会+
合作社+农户”等可行模式，以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稳定就

业、提升技能、致富增收。

氢能将在能源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保守估计，2050年氢在我国终端能

源体系占比约 10%，2060年占比将达约 15%，成为我国能源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9 月 18 日于北京召开的 2022 全球能

源转型高层论坛氢能分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如是说。

氢能产业的巨大机遇，得益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能

源系统转型中的优势。“氢能将在未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扮演

重要角色。”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专

家委员会主任徐春明表示，氢能有助于推动传统能源向低碳清

洁能源转型，推动能源动力转型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同时还

是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产业的逐步完善，我国商用车氢能时代已经拉开序

幕。”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智蓝新能源总

裁秦志东表示，不同于国外以乘用车为主的发展路径，中国氢

燃料以商用车为切入点，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我国氢

燃料电池汽车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21 年中国建成加氢站

数、在营加氢站数、新建加氢站数实现全球三个“第一”。截至

2022年 6月底，全国已建成加氢站超 270座。

9月16日，江苏海安，海安高新区的南通同春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
在赶制出口订单产品。

今年以来，江苏省海安市全力落实援企稳岗政策，从金融、税收、用工、租金等多方面助
企纾困解难，同时充分发挥传统产业优势，有效解决务工人员“就业难”和企业“用工难”问
题，助力企业复产稳产，稳住经济基本盘。 翟慧勇 摄/视觉中国

援企稳岗
惠及职工

3600家企业在第七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云亮相”

据新华社电（记者潘莹 刘红霞）记者从

16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本届博览会将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其中，3600 家企业线上参展

参会，展品达 16980个。

“我们将围绕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和

投资需求大的项目，高质量组织专题投资贸

易促进活动，积极打造‘东西双向互济、陆海

内外联动’的高端商贸平台。”第七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执委会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磊在发布会上说，目

前国内 24 个省区市和 1 个计划单列市将参

展，其中，广东省、浙江省为本届博览会主宾

省。同时，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为本届博览会

主宾国。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伊力汗·奥斯曼介绍，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 4 万平方米，设置投资

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和商品贸易三大展区，并

首次同步举办线上博览会，来自亚洲、欧洲、

非洲、美洲的 32个国家（地区）的 3600家企业

将参展参会，展品达 16980 个。截至目前，已

有 2641家企业完成线上 2D、3D展台布展，其

中，882家企业搭建了 3D展台。

他表示，本届博览会将打造“云会展+电

商”有效结合的会展业新型数字化贸易平台，

努力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亚欧博览会。

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打造高水

平、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品牌博览会”为目标，以“共商 共建 共

享 合作向未来”为主题，于 9 月 19 日至 22 日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