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大秦故都”的陕西咸阳，是闻
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咸阳还曾
是全国知名的“纺织城”“电子城”。近年
来，在“崇德包容、尚法创新”的城市精神
滋养下，咸阳一手抓传统动能转型升级，
一手抓新增动能培育壮大，形成了电子、
纺织、医药、建材、食品、能化、装备制造7
大支柱产业。2018 年，全市经济总量跃
升至 2376.45 亿元，是 1978 年的 240 倍，
位居陕西第三。

新中国成立 70 年，咸阳人谱写了一
部从农业大市向工业城市、经济强市迈进
的奋斗史。

在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西北
地区首条8.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正满负荷
生产，液晶面板通过80米的空中连廊，直
接输运到毗邻的冠捷显示科技咸阳公司
总装线完成显示器、电视机制造，随后，整
机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销往欧洲，实现
了一个园区内从石英砂到面板再到显示
器、电视整机的一体化全产业链制造。

“这个连廊，可减少每块液晶板 4 美
元的包装费，一年节约成本 2400 万美
元。”彩虹公司党群工作部王文涛告诉记
者，目前公司产品库存不到一周，良品率
高达 99%。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带动近万
人就业，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年税收10
亿元。

“彩虹”是一个新项目，“彩虹”又是一

个老品牌。作为我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
的诞生地，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彩色显
像管生产基地，极盛时其产值占咸阳市规
模工业增加值的60%。然而，随着电子信
息技术的高速迭代，咸阳彩虹陷入困境。
2012 年，企业整体并入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产能落后了，但产业基础和创新
能力还在。”咸阳人没有放弃，围绕打造电
子信息千亿产业集群，咸阳市几经调研，
上下求索，2015 年 12 月总投资 280 亿元
的8.6代液晶面板项目在咸阳启动建设，
该项目引入国际先进工艺和混切技术，
主要产品为32英寸至100英寸超高清液
晶面板，打造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第
一板”。

得益于彩虹项目的带动，冠捷显示
器、台湾地区的峻凌、德国林德等22家配
套企业落户集聚，总投资近 390 亿元，基
本形成从石英砂、面板玻璃、液晶面板到
显示器整机的全产业链制造。今年上半
年，咸阳电子工业增幅达67.1%。

走进咸阳杜克普服装公司一楼展
厅，“智能石墨烯温控服”“智能恒温悬浮
式温控睡袋”“自发热石墨烯衬衣”等各
种新产品新业务令记者目不暇接。在这
家曾经的老国企，国际最先进的德国全
套缝制设备、法国力克MTM智能设计研
发系统、意大利全套立体整烫设备随处
可见……阿玛尼、皮尔卡丹、三井等诸多

国际著名品牌服装就产自这里。“目前我
们的个性化定制服装业务发展很快，从网
上下单到交付，最快可以做到国内 7 天，
国外两周。”杜克普服装公司董事长杨珺
乐说，公司今年建成了年产 47 万件（套）
服装的智能工厂，年产值可达3亿元。还
引进了服装智能制造私人个性化定制生
产线，顾客通过手机 APP 就能“三维量
体，智能裁衣”。

杜克普服装是咸阳纺织业浴火重生的
缩影。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纺织城”
美誉的咸阳就闻名全国，鼎盛时纺织业从
业人数一度达到30万人。上世纪90年代
后，咸阳纺织业陷入低谷。面对困境，咸阳
市没有甩包袱，而是以市场为导向，实施

“退城入园”，按照“稳定棉纺、主攻面料、打
通印染、发展服装、塑造品牌”的思路，将原
西北一棉等 3 个分厂合并为咸阳纺织集
团，打造全国功能性纺织服装生产基地。
同时，园区陆续建成中国科协创新驱动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咸阳)、中关村天合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咸阳)等研发服务平
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此外，
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咸阳纺织集团还
在哈萨克斯坦规划建设了10万纱锭智能
纺纱生产线，设计年产紧密纺纱线15000
吨，产值10亿元。2018年纺织服装工业
实现产值130.12亿元，被评为首批全国老
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园区。

在扶持纺织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转
型升级的同时，咸阳加速培育新动能的步
伐也蹄疾步稳。咸阳提出建设千亿元级
别西部新能源汽车生产及零部件制造基
地计划，规划建设了以雷丁秦星新能源汽
车西部产业基地为牵引建设省级汽车研
发中心，省级汽车检测中心，实施军民融
合新能源商用车项目，多点培育发展汽车
配套产业。

目前，咸阳已引进汽车配套企业 42
家，5万辆纯电动物流车、5000辆纯电动
大巴车项目已建成，25 万辆乘用车将在
年底前投产。

“区域之间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当
今的发展大势。国家出台 《关中平原城
市群规划》，咸阳被定位为大西安核心
区，为咸阳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和红利。”咸阳市委书记岳亮表示，按照

“东联西扩北进”的战略布局和区域共
用、资源共享、发展共赢的思路，咸阳
将与西安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
代化都市圈。

咸阳：又见“彩虹”当空舞

1966 年 2 月，北京滴水成冰。在
一家招待所里，“铁人”王进喜用浓重的
西北口音郑重嘱托宝鸡石油机械厂29
岁的技术员李鹤林：“石油机械产品必
须大幅减轻重量，比如我们现在用的吊
环、吊卡等还都是外国货，你赶紧造出
我们自己的东西，把那些傻大笨粗的洋
玩意儿赶下钻台！”

“铁人”的嘱托，正是国家大规模
“三线建设”时期，陕西宝鸡建设新型工
业城市的初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
秦岭脚下，宝鸡人肩负重托，在装备制
造业趟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直
至“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

1964年，按照中央“调整沿海工业，
支援内地建设”的思路，短短几年间，27
家大中型制造企业“西迁”宝鸡。李鹤
林就是在这一阶段使用新钢种研制出
负荷150吨的石油机械新吊环，每副自
重仅98公斤，而同类苏式吊环重达296
公斤，美式吊环也有108公斤。

至上世纪 70 年代，宝鸡初步建成
了包括电力、冶金、机械、核能、航空、兵
工等门类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此后，
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宝鸡的装备制造
业再次发力。从世界上品种最全的磨
齿机，到世界最大的陆上钻机研发基
地，再到全国第一个螺旋埋弧焊管企业
……宝鸡装备制造业迈出了从“制”到

“质”的关键一步。
“质量”有多重要？中铁高铁电气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老职工娄全成记忆
中最深的场景，就是车间里悬挂的一面
质量奖金发放“小黑板”。

上世纪 90 年代初，娄全成所在的
铸造车间上马了“精铸”工艺，生产出的
第一批铜铸件合格率仅有 30%。此
后，车间里出现了一面小黑板，清晰写
明每个工人制造产品的合格率和奖金
数额。第一名当月奖金1700余元，最
后一名奖金只有50元。

“质量第一”这句被市场经济一再
印证的真理，不但给工人上了一课，也

铭刻在了宝鸡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史
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宝鸡装备制
造业凭借对一个“质”字的坚守，共创造
出近百个国家和省级名牌产品称号，名
扬全国。中铁宝桥的高铁道岔，让中国
高铁创造了“硬币不倒”的奇迹；宝钛集
团的4500米深潜器载人球壳，打破了
欧美对深海探索的技术垄断。高性能
石油钻机远销欧洲，纺织棉布漂洋过海
到达澳大利亚，钛密封环“坐上”飞机飞
往美国，煤矿防爆泵直发非洲，高品质
砖机乘坐“长安号”抵达中西亚……如
今，宝鸡装备制造企业的国际贸易“朋
友圈”已遍及五大洲，与156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

“装备中国，走向世界”既是宝鸡装
备制造业的担当情怀，也让这座城市的
发展格局更加开放外向。今年 2 月 1
日，中欧国际货运宝鸡专列正式首发，
运载近亿元石油钻机设备的列车一路
向西，最终抵达俄罗斯的雅戈尔站。专
列上运送的钻机是宝鸡石油机械公司
为俄罗斯企业量身打造的 7000 米深
井低温轮轨移运钻机，可在低温环境下
丛式井作业，钻机的使用环境温度为
45摄氏度至零下45摄氏度，储存环境
温度最低达到零下60摄氏度。

“老字号”国企宝鸡石油钢管公司，
为满足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陕京四线、
中俄东线等项目对输送管高钢级、大壁
厚、大口径的迫切需求，加快产研融合
步伐，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
2014年起开始试制Φ1219×22mm输
送管产品，开展 X80M、Φ1219×22/
18.4“二保焊”工艺研究等，成功研发的
相关螺旋焊管，将国内大口径、厚壁螺
旋焊管的装备制造水平推进到国际尖
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自主生
产连续油管的国家。

目前，宝鸡装备制造业已涵盖金属
制品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等多个行业，年工业增加值已破“千亿”
大关。

宝鸡：秦岭脚下铸“精工”

在延长石油靖边采油厂一处井场，几块从
2000米以下地层采集上来的岩芯样本，让人惊
奇，如河流一样的地下石油，竟然藏在这致密坚
硬的岩层中。

延长石油开发的鄂尔多斯盆地油气资源为
典型的特低渗、超低渗油田，其中多数是已经开
发了100多年的致密油层，被喻为“磨刀石”，开
采难度堪称世界之最。如何攻破这一难题，给
百年油田带来新生，成为企业接续发展面临的
历史性挑战。

为确保原油长期稳产高产，延长石油科研
团队突破原有认识禁区，按照“延长下面找延
长”的勘探思路，不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形成
了一整套适合本区域油田勘探开发的技术体
系。2014年，延长石油“鄂尔多斯盆地中部延长
组下组合找油突破的勘探理论与关键技术”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标志着陕西省在
深层石油勘探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17
年，“延长油区千万吨大油田持续上产稳产勘探
开发关键技术”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实
现“特低渗”“低品位”边际油田的高效开发提供
了重要支撑。

日趋完备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延长石油、行

业内唯一的百年国企生生不息的原动力。目
前，延长石油集团拥有6个科研设计机构、24个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3个中试基地，设有陕西省
1号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了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和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并在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
家高校院所设立奖学金和学术基金，与清华大
学、西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了产学研
深度合作机制。

依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延长石油连续
多年新增石油地质储量过亿吨，在油田开发新
油井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单井产量却稳步提
高。2007年，延长石油跨入国家千万吨级大油
田行列，已连续12年保持千万吨以上稳产规模，
为陕西建成全国第一油气大省提供了重要支
撑。其陆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也走在全国前
列，成为我国第一个页岩气建产区和首个国家
级页岩气示范区。

与此同时，延长石油加快推进炼油化工向
高端化、效益最大化转变，形成炼油加工能力
1740万吨、航煤50万吨、聚烯烃220万吨、煤制
油110万吨、醋酸30万吨、乙醇10万吨等优质
高效产能，不仅实现对资源的“吃干榨净”，也使

陕西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步入了价值上升的绿色
通道。

按照陕西省“三个转化”要求，延长石油持
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开启了煤油气资源高效
开发、综合利用和深度转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4 年 7 月，陕西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
能源化工项目——延长石油靖边煤油气资源综
合转化项目一次性试车成功，成为陕西首个聚
烯烃产量突破百万吨的单体能化项目。在该项
目所在地，数平方公里的园区内没有一个排污
口，废水被“喝”干用尽，废渣同样被变废为宝。
园区内配套建设了多套烟气脱硫、灰水处理及
污泥干化装置，实现资源绿色清洁转化和污水
零排放。2017年，该项目荣获中国石化联合会
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9 年 4 月 3 日，随着一块块合格的乙丙
橡胶产品走下流水线，总投资216亿元、历时3
年多建设的延长石油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所有装置打通全流程并产出合格产品。该
项目是延长石油推进煤油气资源清洁高效利用
和深度转化的又一里程碑，其达产达效后将大
幅扩大陕西煤油气资源综合转化规模，助推能
源化工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延长石油：“磨刀石”上建成绿色大油田

创新驱动谋布局创新驱动谋布局 围绕短板聚合力围绕短板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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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陕西从落后走向开放，由百废
待兴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核心区。

陕西科技创新不仅助力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也在敲开未来
高质量发展之门。如今，以电子、纺织、医药、建材、食品、能化、装
备制造7大支柱产业为代表的咸阳正向工业城市、经济强市迈进，

宝鸡装备制造企业的国际贸易“朋友圈”已遍及五大洲，与156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

随着枢纽功能不断完善，“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科技教育等5
大中心加快建设，自贸试验区探索不断深入，欧亚论坛等平台的搭
建，陕西向西开放的门户作用越发明显。

宝鸡机床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 毅摄

左图 中铁宝桥公司施工

现场。 （资料图片）

右下图 宝钛集团研制的

大型钛材设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