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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技术领先、安全可靠、
开放共享的能源工业云网平台，
年内实现交易规模800亿元。5

国家电网公司近日发布了“数字新基建”
十大重点建设任务，并与华为、阿里、腾讯、百
度等41家合作伙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这次发布的‘数字新基建’十大重点
建设任务，聚焦大数据、工业互联网、5G、人
工智能等领域，2020 年总体投资约 247 亿
元，预计拉动社会投资约1000亿元，将带动
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国家电网公司董事
长毛伟明说。

这十大任务包括：

建设以云平台、企业中台、物联平台
等为核心的基础平台，打造能源互联网数
字化创新服务支撑体系，年内初步建成两
级电网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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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发布

十大任务

建设以电力数据为核心
的能源大数据中心，以智慧
能源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年
内建成7个省级能源大数据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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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电力大数据应用体系，年内完
成12类大数据应用建设。3

建设覆盖电力系统各环节的电力
物联网，年内建成统一物联管理平台，
打造5类智慧物联示范应用。 4

建设“绿色国网”和省级智慧能
源服务平台，年内完成“绿色国网”
和15家省级平台上线，实现5家省
公司全部高压大工业客户和2.9万
户年用电量100万千瓦时以上楼宇
客户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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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5G关键技术应用、行业定制化
产品研制以及电力5G标准体系制定，年
内打造一批“5G+能源互联网”典型应用。

建设电力人工智能开
放平台，年内建成人工智能
样本库、模型库和训练平
台，探索13类典型应用。

建设能源区块链公共服务平
台，推动线上产业链金融等典型
应用，年内建成“一主两侧”国网
链，探索12类试点应用。

9

建设电力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和
精准时空服务网，年内累计建成北斗
地基增强站1200座，推进四大领域
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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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之道经
□李军

近期国际油价暴跌，给石油和化工行业
带来重创，企业效益下滑。

作为油气当量规模全国第一的煤化工
大省陕西，石油和化工企业连日来纷纷采取
各项措施降本增效，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咬
紧牙关应对市场“寒冬”，确保全年生产经营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低下头捡“黄金”

面对严峻形势，陕西化工企业以降本增
效为核心，积极开展技术攻关，深挖装置潜
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4月份，陕西东鑫垣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油品 4.3万吨、兰炭 11.44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 2.1亿元，在国内煤焦油加氢企业普遍亏
损的情况下仍产销两旺逆市盈利。

“我们不靠市场靠挖潜。即使煤焦油加
氢生产的轻质化煤焦油吨价跌至 4000元以
下，我们依然可以保持盈利。”该公司负责

人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实施新增小精制、加
热炉装置等改造，投运后将进一步扩大盈
利空间。

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制订了36项增收节支应对措施，比如加大煤
炭、石脑油等集团内部原材料采购比例，降
低原材料成本；与大唐延安电厂达成直供电
协议等，每年可节约成本 4000万元；探索化
工“三剂”、备品备件国产化替代方案，预计
全年可提高效益1亿元。

陕西兴化集团公司对各类常排火炬气
体实施分类回收、综合利用改造，一季度废
气回收实现增收 150万元；蒲城清洁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也在着手实施蒸汽差压发
电、煤浆提浓、细渣提碳等技术改造，创造效
益增长点。

“牙缝”里抠效益

据了解，全员皆兵压缩费用支出过“紧
日子”，已成为陕西化工企业普遍的选择。

国家能源集团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严控非生产性成本费用，规范控制外委成
本，强化过程管控；挖掘成本潜力，以生产统
计报表和财务数据为基础，采用本量利分
析、环比分析等方法分析各月成本数据，加

强成本管理；严格资金计划管理，通过增加
预付款批次、降低额度，提高资金预测能力
和使用效益，提升存货及应收账款周转效
率，降低财务费用。

延长石油集团油田公司职工创新工作
室和机修车间成为修旧利废的主打阵地，
经过回收清洗、修理替换、拼凑组装等流程
后，一件件本该“下岗”的废弃设施又重新
上了岗；延长炼化公司推出《“众志成城渡
难关 矢志不渝谋发展”应对低油价行动方
案》，加大全员全过程全流程成本管控力度，
实施管理费用总额和人均水平“双控”；延安
石油化工厂清理库存闲置物资并修旧利废，
一季度物资管理降本增效取得实效，2月份
闲置物资金额比 1月份降低了 7.82%，3月份
比2月份又降低了13.57%。

陕煤蒲洁能化公司坚持“能用不领新、
能修不舍弃、能修必须修”的修旧利废理念，
通过对废旧物件的再组合、再利用，集思广
益变废为宝。截至目前，该公司仪表保运中
心已完成年度修旧利废目标任务的 35%，节
约耗材成本12万余元。

装置按下“暂停键”

陕西化工企业在优化生产工艺、调整产

品结构的同时，还通过装置停车检修，缓冲
油价下跌造成的损失。

近期，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国
家能源榆林化工公司、延长炼化公司等纷纷
组织大检修，一方面消除系统缺陷，另一方
面借此实施扩能技术改造。

据了解，未来能源在100万吨/年煤间接
液化装置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开发高熔点费
托蜡新产品，将费托合成产生的蜡油加工为
高熔点石蜡，以减少柴油组分的比例。他们
正在新建国内首套10万吨/年高熔点费托蜡
项目，该装置生产的石蜡熔点高达115℃，预
计今年七八月份建成投产。

国家能源榆林化工公司停车检修，目的
之一是现有甲醇制烯烃装置与在建的180万
吨/年煤制甲醇及联产 40万吨/年乙二醇项
目系统碰口。该工程是国家“十三五”规划
重大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目前正处于大型
设备安装施工高峰期，各装置计划于 9月底
陆续中期交工。

连日来，周期达60天的延长炼化公司交
口区域装置联动大检修如火如荼。本次检
修对延安炼油厂13套主装置、延安石油化工
厂 14套主装置，以及交口区域所有辅助装
置、公用系统进行大检修，涉及安装类 1289
项、设备1939台（套）。

息窗信

□经晓萃

近日，由陕鼓集团旗下的西安陕鼓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的重庆华
峰 36万吨/年硝酸装置已在重庆华峰项
目现场成功投运，该装置是目前我国规
模最大的硝酸装置之一。

“目前四合一机组运行稳定，各项工
艺参数均达产达标。向贵公司及项目现
场团队表示由衷的祝贺和诚挚的感谢。”
近日，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在给陕鼓
发来的喜报中这样说。目前，该装置已
正式投运，整个机组运行高效稳定，各项
数据良好，机组质量、可靠性和个性化的
服务得到了重庆华峰的高度称赞。并认
为，该装置的顺利投运，证明陕鼓不论是
在核心的“四合一”机组成套能力，还是
硝酸装置工程总承包能力方面，均走在
全国前列，不负大国重器之名。

“该装置的成功投运也是陕鼓抢抓
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机
遇，整合全球资源，强化全产业链创新能
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流程工业领域客
户提供全产业链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服
务的体现。”陕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宏安说。

笔者了解到，重庆华峰36万吨/年硝
酸装置项目中陕鼓提供的设备、工程、服
务等正是陕鼓“1+7”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的几个主要支撑。近年来，借助西部大
开发和陕西“三个经济”发展的独特区位
优势，陕鼓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的国际化拓展思路，以“四个全球化”创
新体系的形成，为国产化大型装备技术
能力的提升及深化“一带一路”国际产能
合作打下了基础。在全力打造全球市场
创新体系、全球研发创新体系、全球供应
链创新体系和全球金融创新体系的实践

中，陕鼓进一步夯实了以分布式能源系
统解决方案为圆心的“1+7”业务新模式
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设备、
EPC、服务、运营、金融、供应链和智能化
七大增值服务。

紧跟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
重大发展机遇期，陕鼓正与河钢塞钢在
高炉鼓风系统能效优化升级改造项目上
开展国际合作，以陕鼓“能源互联岛”技
术和系统解决方案，为河钢塞钢两座高
炉动力系统提供流程优化、能效提升及
节能降耗的方案支持，打造国际产能合
作新样板。与此同时，陕鼓工程总包的
印尼国内最大空分项目及发电项目已陆
续投运；陕鼓与俄罗斯北方钢铁集团签
订 5580立方米高炉煤气余热余压能量
回收透平发电装置项目，抢占了欧洲最
大高炉能量回收发电装置的市场制高
点，“陕鼓方案”正持续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如今，陕鼓已布局了欧洲研发中心

（德国）、陕鼓布尔诺研发中心（捷克）、
EKOL汽轮机公司（捷克）、陕鼓印度服
务中心等 12 家海外公司和服务机构，
拥有全球 38 个运营团队，陕鼓产品及
陕鼓方案已覆盖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
度、土耳其、美国、德国、巴西、韩国、西班
牙、泰国、越南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
年1-5月陕鼓集团总销售额同比增长已
达146.78%。

陕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宏安
表示，陕鼓将抢抓机遇，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持续发力。

“陕鼓方案”助推区域经济焕发活力

6月15日，陕西嘉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制
囊车间内，工人进行人工分拣。该公司自3月1
日复工以来，4条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行。目前，

公司月产能1.2亿粒，订单已排到7月中旬，产
能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倍，产品主要销往欧美
等市场。 □崔正博 摄

“刘师，下楼，我到楼下了。”
“张姐，两分钟以后到你家路口。”
“小姐姐，再等等，到了给你打电
话。”作为爱心车队的一员，老冯一
路上接了四位同事一起上班。

受疫情及项目外包劳务人员
构成复杂等因素影响，延长石油
炼化公司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为
避免共同乘车造成职工之间交叉
感染，暂停了通勤车辆的发送，
这项无奈之举虽切实保障了职工
的安全，却也给职工上下班造成
了不便。关键时候，油田气公司
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最终决
定由职工自发组建公司爱心车
队，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响应，并
迅速推广。由开车的职工顺带接
送其他职工上下班。职工如有任
何与用车乘车有关的事情，都可
以在爱心车队微信群里发布信息
并寻求解决方案。爱心车队的顺
利组建及良好运行是公司打造

“家文化”理念的有力举措，更
是公司全体职工亲如一家的完美
体现。

“一台车，一个企业文化底蕴，
一个爱心，合在一起就是‘一企
爱’，希望职工朋友们都能加入到
我们爱心车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让企业充满爱。”爱心车队发起
人冯江说。 □韩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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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姜敏）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利用新建成的警示教
育室和相关设备，通过制作警示微视频、动漫
作品等课件，开展实景化人身安全警示教育。

该段在全段主要生产车间统一标准建成
警示教育室4个，均配备全套网络电教设备，设
置视频监控、指纹和刷脸智能识别系统，为
120余名学员设置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教学设
备，深受职工好评。同时以“安全生产月”系
列活动为契机，建立人身安全常态化警示教
育机制。定期通过手机钉钉和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向全体职工推送暑期人身安
全警示教育课件，用实景教育筑牢暑期人身
安全“防火墙”。

安康机务段

实景教育筑牢安全“防火墙”

济观察经

面对海外疫情持续蔓延态势，中铁十二
局一公司工会随时关注在尼日利亚拉伊铁路
项目工作的海外员工，做他们防疫的坚强后
盾。6月16日工会又将一批防疫物资发往海
外。图为工作人员整理待发药品。

□刘国清 景礼红 摄

本报讯（秦曙霞）近日，中铁宝桥辙叉公
司开展了安全主题漫画作品征集活动。

本次活动自 6月份开始以来，共收到参赛
作品50余幅。职工们利用业余时间拿起画笔，
把安全心得、安全规程、安全警句、安全经验通
过幽默诙谐的线条勾勒出来，展示了对“珍爱
生命、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理念的
感悟和认识。这些出自职工之手的漫画作品，
题材新颖，寓意深刻，为职工们上了一堂生动
直观的安全教育课。

中铁宝桥辙叉公司

消除事故隐患职工有“画”说

□吴雨

近期，工、农、中、建四大行
主动下调了3年期、5年期大额存单
发行利率，部分商业银行各期存款
利率也有所下行。专家表示，在
四大行带动下，商业银行正主动
调整存款利率浮动水平，以缓解
息差缩窄压力，银行高息揽储动
力正随之下降。

笔者了解到， 6 月 15 日至 17
日，四大行共发行近8亿元的3年期
和 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由原来存
款基准利率的1.5倍调整至1.45倍。

“一方面，在金融政策引导下，
银行贷款利率不断下行；另一方
面，在银行激烈的存款竞争中，一
些大客户资金招标时往往要求‘一
浮到顶’，银行也常常用足浮动空
间。”一家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
理部负责人直言，今天的存款价格
可能就是明天的贷款价格，息差收
窄不仅让银行倍感压力，也会制约

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尽管存款基准利率自 2015年 10

月以来没有调整，但实际上存款利
率的上下限都已经放开，银行可以
自主浮动定价。“为缓解息差缩窄带
来的压力，近期银行纷纷在主动下
调负债端存款利率，推动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下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说。

笔者发现，近期商业银行各期
限存款利率均有所下行，其中 3年
期、5年期等中长期限存款利率的下
行幅度相对较大，5月份环比降幅均
超过了5个基点。

其实，一些中小银行 2020年以
来已经多次主动下调存款利率。江
苏海门农商行已先后两次下调 2年
期及以上定期存款利率；甘肃张掖
农商行的 1 年期存款挂牌利率由
2.1%下调到了 1.95%，相当于 1年期
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

在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的同时，
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等市场化

定价的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明显下
行。6 月 16 日，天弘余额宝基金、
微信“余额+”的7天年化收益率分
别为 1.44%、1.46%，较年初分别下
降了99个和113个基点。

专家表示，近期各类存款利率
均有所下行，表明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改革推动存款利率市场
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2019年 8
月 LPR 改革以来，贷款利率持续
下行。商业银行为保持资产负债
收益的匹配，提高存款利率揽储
的动力减弱，存款利率也出现
下降，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的体现。

“贷款利率下行后，银行提高存
款利率的动力会削弱，将进一步促
进存款利率保持稳定。”董希淼表
示，目前，部分中小银行负债（存
款等）来源渠道相对较窄，负债成
本仍高居不下，应进一步深化利率
市场化改革，赋予中小银行更有弹
性的存款利率浮动空间。

四大行下调大额存单利率
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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