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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团
委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活
动。图为宣誓仪式。 □张赢弘 赵悦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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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旭东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会刊
《科技导报》评选公布了 2021年中国 10项
重大科学进展、10项重大技术进展、10项
重大工程进展的入选成果名单。当看到
500 吨大推力发动机试车成功入选 10 项
重大工程进展名单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四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科技四院”）
的职工们满心欢喜，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2021 年 10 月 19 日，伴随着巨大的震
动与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目前世界
上推力最大、可工程化应用的整体式固体
火箭发动机在西安地面热试车成功。该
发动机由航天科技四院自主研制，直径
3.5米，推力达 500吨，发动机综合性能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无到有 自主创新

近年来，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不
断进步，但是大型、超大型固体发动机与
国家航天运载火箭的长远发展需求、与世
界范围内航天固体运载动力技术发展水
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早在“十一五”时期，航天科技四院就
瞄准世界航天发展前沿和我国运载火箭
对大推力高性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技术
需求，展开了对大型固体发动机的研究。

研制初期，经验空白，遇到的困难可
想而知。航天科技四院固体运载动力团
队翻阅几乎能查到的国内外所有资料，经
过无数次探讨和试验，在国内率先成功研

制推力 120吨、当时国内最大的整体式固
体火箭发动机，直接推动了我国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中第一型全固体运载火箭CZ-
11的立项研制，这是我国固体动力迈向宇
航运载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2019年，航天科技四院又自主研制直
径 2.6 米、推力 200 吨的整体式固体发动
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航天固体动力运载
能力，推动了捷龙-3商业航天运载火箭的
立项研制，同时也为 500吨大推力发动机
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攻坚克难 铸造一流

“没有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面对
500吨大推力发动机研制场地、设备均严

重不足的困难，43所壳体技术负责人李瑞
珍带领团队，拉开了一场挑战复合材料成
型极限的赛跑。

研制期间，李瑞珍每天都要去壳体生
产现场。“壳体尺寸大幅增长，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芯模成型问题。”她说，“原来的石
膏芯模易开裂、产品表观质量差。”

团队将目光聚焦到金属芯模上，10
余种方案推翻重来，数百张图纸修改完
善，最终用镂空设计原理确定了金属芯模
成型方案，保证了壳体的顺利研制。

就在 500 吨大推力发动机研制生产
完毕，将要接受地面试车最后一道考验
时，团队却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如何突破
吊车承载、吊高极限，保证发动机稳落于

试验架？
“台体吊与汽车吊合力完成。”团队成

员高永刚给出这样一个建议，然而，汽车
吊的工作路径为弧线，台体吊是“十”字，
路径矛盾怎么解决、载重如何分配？团队
立即投入推演路径设计、质心计算、支撑
部位、吊具强度等工作中。

近 200 的时间天里，他们组织了 7 次
大型专家评审会，完成了重点承力部位的
工装设计优化、强度和刚度校核，反复演
练了起升高度、移动速率、各方位牵引力，
终于设计出了一套试车方案。

锐意进取 再创佳绩

经过 10多年的发展，我国固体运载事
业和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实现了直径从 2 米到 3.5 米及以上、推力
从 120吨到 500吨的跃升。

500吨推力整体式大型固体发动机试
车的成功，达到了大型整体式固体火箭发
动机新的巅峰，使我国该项技术跻身世界
前沿，为我国新型固体运载火箭提供更强
劲的先进动力。

目前，基于 500吨推力整体式固体发
动机，航天科技四院已经在开展直径 3.5
米级分段发动机的研究。发动机分 5段，
最大推力将达千吨以上，可应用于大型、
重型运载火箭固体助推器中，以满足我国
空间装备、载人登月、深空探索等航天活
动对于运载工具的不同需求，为建立完善
的航天运输系统提供更加强大有力的动
力支撑。

锻造“大国重器” 赋能中国航天
——航天科技四院研制500吨大推力发动机小记

中铁七局承建的新建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站前工程XKZQ-3标段于2021年
7月1日开工。为确保按期完工，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自然条件复杂、线路桥隧比
高、特长隧道施工组织难等困难，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图为近日工人正在进行焊
接作业。 □赵亮 摄

“拿到《不动产权证书》一天后，项目开工
前所需的其余‘四证’也办好了。”陕西空港自
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伟有些出乎
意料，“原本以为受到疫情影响，所需证件会
缓办，结果拿地就能开工。”

去年 12月以来，西安遭遇多轮疫情，社会
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面对公司首个
开发建设项目，“如何把证办齐、早日开工”成
了陈伟的心头急事。

企业着急的事，也是政府部门工作的重
点。为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今年西咸新区
空港新城探索常态化实施“拿地即开工”政
策，通过提前介入、精准辅导、模拟审批、全程
代办等一系列举措，帮助企业缩短建设周期，
赢得发展先机。

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扩大有效
投资的同时，西安也在用实打实的举措为传
统产业转型打通发展之路、促进消费增长。

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西
安国际港站，货场上装卸车辆往来忙碌，工作
人员已适应“快装快运”的节奏。铁路部门统
计显示，尽管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今年
一季度中欧班列（西安）的开行量、重箱率、货
运量等核心指标仍位居全国前列，并陆续开
通多条新线路。

“对于国际货运，我们一方面强化与陆港
集团多式联运公司等多方面的联络，另一方
面实行优先配空、装卸、查验、始发，用快速无
缝衔接，将运输组织效率提升了 30%。”西安国
际港站站长白宽锋说，“通过为国际物流搭建
更加稳定、快速的通道，将不断推动西安外贸
高质量发展。” □张斌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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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强 李林真 曲泽霖

“一季度，我们 6个化工品营销小分队
跑了 13个省 21个市，拜访各类客户 76家，
召开各类会议 15次。通过大家的努力，在
深耕终端进行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较
为满意的成效。”延长石油产品经销公司
化工品运营管理部经理徐振宇说。

随着集团化工产业链不断升级，产品
迭代步伐加快，延长石油原有营销模式已
不能匹配市场格局变化。集团提出“聚焦
差异化，打造小巨人”的战略要求，所属产
品经销公司以开局即决战的决心迅速响
应，立即成立 6支化工营销小分队，全力进
军终端市场。

产销联动“坐商”变“行商”

产品经销公司以拓宽销售渠道、争夺
终端份额为目标，从生产排产、终端开发、
技术服务三个维度夯实与下游企业的深
度合作，联合延长石油所属炼化、榆能化、
延能化、榆煤化以及物流集团等上游企
业，组建醋酸、乙丙橡胶等 6个营销小分
队，工作内容涵盖研发、销售、物流、售后
各个环节，人员和产品匹配，专人专职推
进“产、研、销、运、服”一体化工作。

“我们通过 SWOT矩阵分析法进行自

我诊断，找准目前化工品营销的主要问
题，研究分析 6种产品市场供需关系，确定
价格、渠道、数量质量、客户服务、运输配
送、市场促销等营销管理项目。”徐振宇
说，“通过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市场分
析，结合延长石油产品可辐射区域以及
2021年区域市场占有率，他们确立了年度
重点目标市场。”

同时，该公司化工品部经过对 17家主
要竞争对手调研，对标行业终端销量占比
水平后，确定年度终端销量占比目标任
务，并结合市场特性、区域消费特点、竞争
对手营销现状，确立各产品差异化营销策
略。其间，他们通过研判，梳理出 14条自
身问题清单、14条客户诉求清单、38条小
分队行动清单和 30项目标清单，聚焦“四
大清单”逐条解决困扰化工品营销工作存
在的痛点难点问题，使各小分队迅速步入
正轨，取得阶段性成果。

BDO终端销量同比提升85%

“一季度，我们BDO长约终端客户增
加了 6家，终端销量占比超过八成，比去年
同期提升了 85个百分点，基本解决了去年
以来市场下行期出货不畅的问题。”产品
经销新能源公司营销小分队队长刘杨平
介绍。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季度
BDO 下游现货采购意向低迷，产品累库
严重，许多 BDO 生产厂降量生产，甚至
停产。下游工厂陆续降负减产放假，
BDO 库存涨至最高位，随时面临憋库风
险。BDO 营销小分队与 BDO 行业协会
保持紧密沟通，用好集团给予的营销政
策，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与多家终端客
户进行多轮商谈。

小分队在进行充分调研后，梳理问题
清单、客户诉求清单、行动清单和目标清
单，认真对照、逐条解决，最终与 6家BDO
终端企业达成年度合作协议，签订合约量
4800 吨/月，占到月度总外销量的 80%。
油田气科技公司装置负荷由 1月末 44%，
提升并稳定在目前的 85%左右，有效化解
了憋库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深耕终端战果斐然

经过营销小分队的艰辛努力，产品经
销公司在深耕终端、进行市场化改革方面
可谓战果斐然。

徐振宇表示，通过提升终端销量，他
们解决了销售渠道不稳定的问题。一季
度BDO终端销量占比 85%，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8.5个百分点；EVA光伏料终端销量
占比达到 100%，较去年提升 25个百分点，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
围绕改善客户诉求，初步解决了产品

与市场需求匹配差异的问题，其中涉及物
流供应链、产品品质、包装规格等方面。
此外，集团产品认可度的提升，有效推动
了产品价格逐步走高。BDO由网拍定价
为主逐步转变为目前长效稳定的合约定
价，在确保产品生产后路畅通的前提下，
同口径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延长品牌的价值得到客户
认可，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签约客户对
延长石油产品质量、技术人员专业素养和
业务人员服务水平频频点赞，并以其切身
感受宣传延长石油品牌形象，给予其他有
意向合作的终端客户极大的信心和合作
愿望，为将来增收创效奠定了基础。

延长石油产品经销公司负责人表示，
营销小分队将继续聚焦“四大清单”，加强
终端开发、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优化客
户服务，打通上下游壁垒，在提货服务、装
车质量、一票制配送等方面联动发力，建
立小分队短平快的客户服务响应机制。
公司还将逐步做优产品品质，对标行业标
准和竞争对手，在买方市场完全竞争的条
件下，建立上下游产业链耦合共振的命运
共同体，为集团公司化工品销售作出更大
贡献。

化工品营销小分队撬动大市场

延长石油

今年以来，已经有 10 家上市煤炭
企业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全部实现
预增。

煤炭企业利润大涨，主要得益于
市场需求旺盛，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
行。自去年 4 月起，受煤炭供需等因
素影响，国内煤炭价格开启涨势，10月
中旬，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突破每吨
2600 元，刷新历史高位。为保障能源
供应，国家层面要求煤企保供增产。
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产量达40.7亿吨，同比增长4.7%，
创历史新高，中央企业煤炭产量首次
突破10亿吨。

高煤价支撑下，中国前两大煤炭
上市公司创下历史最好业绩。据统
计，中国神华去年实现营收3352.16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7% ；归 母 净 利 润
502.69 亿元，同比增长 28.3%，刷新历
史 最 高 水 平 。 中 煤 能 源 实 现 营 收
2311.27 亿元，同比增长 63.96%；归母
净利润132.82亿元，同比增长124.8%，
创下其 2006 年上市以来新高。其他
煤炭上市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高企的业绩
下，当前煤炭企业仍然缺乏成长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煤炭产业集中
度低，产业布局趋同，非煤产业发展质
量不高。虽然神华集团、中煤能源等
一大批煤炭企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但还有更
多的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竞争力不足，业绩大起大
落成为煤企常态。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背景下，煤炭消费比重不
断降低是大势所趋。同时，我国煤炭企业历史欠账多、财务
负担重，技术改造、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投入大，需要一定
的盈利水平来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煤炭企业应保持
客观、理性，不能因短期煤价虚高而高估行业前景。

近年来，一些有前瞻性的煤炭企业已经开始积极转
型。一方面，做精做优煤炭产业，上大压小、增优汰劣、优化
布局，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向燃料与原料并重
转变；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土地资源布局新能源，围绕矿山
资源开展综合利用，构建“风光火氢储”多能互补清洁能源
产业链，打造盈利新增长点。

“双碳”目标下，留给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时间非常紧
迫。在业绩向好、现金流充沛的当下，煤企更应未雨绸缪，
抓紧转型“窗口期”，走出“市场好时无心转型，市场差时无
力转型”的怪圈，设立好转型升级“路线图”和“时间表”，努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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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西电集团宝鸡电气有限公司海外市场
捷报频传，连续签订了印尼某变电站、印尼某锂电池项目
等合同。图为印尼维达贝4号变电站。 □赵玉龙 摄

法士特集团

稳步推进数字化赋能活动
本报讯（法媛） 今年以来，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

集团公司各单位按照统一安排部署，通过开展一系列
数字化赋能活动，建立健全数字化体系，为加快推进数
字化发展新动能、新机制、新增长点步伐夯实基础。

今年初，经过“数字化赋能年”活动工作小组评审，
该集团 81个单位共确定推进实施 269项数字赋能项目，
其中公司级 49项，部门级 220项。一季度 8个工作小组
对各单位数字赋能规定工作进行现场检查，其中公司
领导带队指导检查了 18个单位，对各单位数字赋能工
作进行指导。

截至目前，该集团已完成涉及三级数字化培训体
系的 3个活动方案的制定，扩增 145名企业架构工作人
员，确定 59个业务系统纳入数字化链接共享平台范围
和关键用户；完成数据安全建设方案初稿制定，部署完
成高新数据库审计脱敏系统；制定完善《企业业务架
构》初稿，实现五大系统集成；打造智慧化数字运营中
心，已完成高智新公司展示区车间及三条产线大屏上
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