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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作为我国大叶种茶主产区，茶业一直是云南社会
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是省内各少数民族群众
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据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统计，
2019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为676万亩、茶叶总产
量43.1万吨，均居全国第2位；全省共有茶农600万
人，涉茶人口约1000万。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当地茶产业、茶企、茶农带来了
巨大冲击。为保护茶农利益、巩固脱贫成果，西双版纳
等滇茶主产区政府联合企业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力保茶农收益。

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云南知名
茶企之一。目前，公司已与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厂
区的70余个茶叶“初制所”签订原料收购协议，辐射茶
园面积10万余亩，带动茶农1000余户。同时，筹措近
千万元资金，按照与往年相比“只高不低”的价格水平
收购春茶。

在有“普洱第一村”之称的老班章村，哈尼族茶农
李向荣告诉记者，2019年自家春茶销售量为200公
斤，收入200万元左右。今年销量虽有下滑，但七彩云
南的收购均价保持在1.2万元/公斤，因而家中收益与
往年基本持平。

“从2007年落户西双版纳起，企业员工便与茶农
‘摸爬滚打’在一起。茶农既是商业伙伴，也是我们的
家人。虽然企业自身也因疫情面临经营压力，但我们
还是决定尽全力保护茶农利益。”七彩云南·庆沣祥茶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军说。

据了解，除保持收购价格不降之外，企业还派驻专
业人员，对茶农进行鲜叶采摘、摊晾、杀青、揉捻、干燥
等环节的标准化技术指导，确保当季茶叶的品质安全，
共同维护滇茶品牌形象。

当前，随着消费升级趋势愈发明显，市场对茶叶的需求量水涨船高。在国家
扶贫政策的有力引导下，云南茶叶主产区的茶农们通过种植茶叶，逐步告别贫
困，踏上了幸福安定的小康之路。

在勐海县新班章、老曼峨等村寨，记者看到，泥土路已消失不见。得益于政
策帮扶与茶企带动，宽敞的水泥路连接各村，四处可见穿行的汽车。不少茶农还
在县城购买了住房或门店。

2019年勐海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勐海县有2个贫困
乡、40个贫困村出列，7278户28554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31%。据了解，
当地根据贫困户自身条件及脱贫需求，通过股份联结、租赁联结、订单联结、服务
联结和劳务联结等方式，构建贫困户与茶产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紧密型利益联结
机制，鼓励有帮扶意愿与带动能力的茶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吸纳贫困户就业，帮助
贫困户扩大茶园种植规模，提高茶叶种植效益，参与茶叶加工和销售，多途径带
动种茶贫困户增收脱贫。统计显示，仅勐海县茶企及合作社就提供务工岗位
2.15万个，吸纳1612名贫困人口就业。全县120家茶企、合作社与5791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签订茶叶收购协议5940份，各茶业企业在贫困村收购茶叶1000万
元以上，实现利益联结全覆盖。

“未来，我们将继续配合有关部门，确保致富成果不倒退，脱贫工作不反复。
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当地茶叶品牌，通过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七彩云南·庆沣
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采购总监李文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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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贵州金
元北方新能源公司在青海、广西的新
能源项目均按下“暂停键”。不过，金
元人并未气馁。公司所有人员提前抵
达青海，一边隔离一边通过视频、电话
沟通等方式开展前期工作。隔离期满
后，项目迅速复工复产。

“新能源产业是贵州金元转型发
展的王牌，打通痛点堵点，我们绝不能
耽搁！”贵州金元北方新能源公司总经
理曹春敏告诉记者，由于防控得力、复
工及时，目前贵州金元在南方地区的
4个在建项目已全部复工。目前，云
南会泽的4个光伏电站运行平稳，1月
份至2月份利润总额完成了年初分解
计划的177.95%，发电量完成了年初
分解计划的116.45%。

“我们要以‘一万’的努力防止‘万
一’的风险，努力做到疫情防控与新能
源建设‘两手硬、两不误’。这是传统
能源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绝对不能
耽搁！”贵州金元北方新能源公司董事
长吴润华说。

2019年，贵州金元开启了转型发
展的大幕，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去
年最后一天，公司旗下威宁百万新能
源基地16个项目全部并网，新增光伏

装机容量达97万千瓦。目前，贵州金
元光伏总装机容量达262.51万千瓦，
水、光、风、瓦斯等清洁能源占比达
31.4%。作为火电装机占比曾经高达
八成以上的能源企业来说，贵州金元
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根本性突破。

“把握重大机遇，不是等着‘天上
掉馅饼’，也不是顺水推舟，而是逆水
行舟、滚石上山。”吴润华说：“稳步拓
展非化石能源发电是传统火电企业转
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开拓新能源领域的同时，贵州
金元也没有放弃传统优势业务——火
电。一方面，公司旗下金元纳雍电厂
与贵州众一金彩黔矿业有限公司签订
煤电联营战略合作协议，探索“电力代
加工”煤电联营新模式，把煤炭企业与
发电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通过合
作实现双赢；另一方面，延伸产业链，
依托火电厂余热向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拓展，为客户提供电、热、冷、气一体化
服务。

“目前，配售电及综合能源业务也
在快速发展。金沙经开区集中供热项
目、和平经开区二期集中供热项目
均已建成投运。”贵州金元总经理朱绍
纯表示。

图为贵州金元双营光伏基地。 刘 琼摄（中经视觉）

贵州金元“滚石上山”——

在建项目抓紧复工
结构调整力度不减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田果果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盘活存量、优
化增量，大幅度增加设备改造和技改投
入，推进‘三化’改造。”2019年以来，酒
钢集团公司按照甘肃省要求，大力实施
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着力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绿 色 化
2019年，酒钢坚持绿色发展，全面

落实大气、水、土壤、噪声污染防治工
作，按照“充分评估、科学规划、稳步推
进”原则，大力实施电力、钢铁超低排放
改造。截至去年底，酒钢能源中心8台
300兆瓦（MW）以上机组全部完成改
造，全面实现超低排放；编制完成了《固
体废物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指导集团公司固废（危废）
规范化管理工作。

去年，酒钢实施环保类固投项目34
项，嘉北污水处理厂建设、能源中心机
组超低排放改造、焦化厂酚氰废水达标
处理回用等20个项目建成投用，基本
实现了《集团公司污染防治攻坚方案》
的目标。

“今年，集团公司将持续加大治理
投入力度，加快环保项目建设进度，持
续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酒钢集团公司安全环
保部环保管理室负责人李孝晗说。

信 息 化
“为加大信息化升级力度，长期以

来，酒钢积极贯彻执行信息化相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推动集团公司及各成
员单位信息化发展，积极打造企业公共
信息化平台。”酒钢信息中心技术总监
王自红说，酒钢建设国家B级标准数
据中心，向集团公司统一提供机房及
IT基础资源共享服务；建设企业资源
计划系统（ERP）平台，集团公司98%
的资产范围均已置于ERP系统管理之
下；建设企业私有云资源共享平台，目
前拥有云服务器 419 台、虚拟存储
164TB，已为 35 家单位提供云服务
369项；建设企业软件定义网络平台，
企业网络管理水平、控制能力不断提
高；建设企业协同办公平台，以大数据
应用为特色，以用户为中心，实现企业

多种应用的统一管理和互联互通；建设
企业主数据管理平台，为强化企业管
控、应用集成夯实了数据基础；建设企
业大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对分散在各个
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和外部网络数据进
行集中存储和统一管理，实现数据共享
及深度挖掘利用。

在建设信息化平台的同时，集团
公司各单位还根据自身业务特点，搭
建起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企业生产安
全管理系统、科技创新项目管理系统、
招标采购管理系统等30余个专业化信
息管理系统，夯实了酒钢信息化发展
的基础。

智 能 化
在大力推动绿色化、信息化改造的

同时，酒钢还着力加快智能化改造进
程。去年以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在酒钢得到成功应用。集
团公司建立起酒钢炼铁大数据智能互
联平台，通过数据采集、模型分析和可
视化展示，初步实现了高炉生产状况的
远程诊断；建成酒钢原燃料智能化料场

管理系统，实现了自动取样、制样、储样
智能一体化管理；运用物联网技术、天
车定位技术，建成首个薄板冷轧中间库
智能仓库，保证了货物仓库管理各环节
数据输入的速度和准确性；引进中包包
壳连续测温系统，有效避免了漏包事故
的发生；开展基于物联网的设备在线智
能监测、远程诊断技术研究，为生产设
备智能监测、设备预知维护与事故风
险预警提供技术支撑；成立酒钢丝路
煤炭集散中心，标志着企业集煤炭仓
储、加工、转运、配送等于一体的产业平
台建立。

酒钢集团信息中心动化管理办公
室主任刘金山说，酒钢还大力探索工业
智能化改造，主要实施了电机车无人驾
驶、皮带无人值守、自控系统优化升级、
智能料场、智能库房等改造项目。同
时，在环境较为恶劣或危险性较高的场
所推广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应用。例
如，为宏兴股份公司碳钢薄板厂配备喷
号机器人；在冷轧区域配备钢卷芯部焊
接机器人；为储运部智能化料场配备分
拣样机器人等。

酒钢集团公司加快实施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

以“三化”改造推动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淑芳

随着“新基建”热潮的兴起，数字技
术正成为眼下的热词。高速动车组是
大国重器，尤其是复兴号更是以时速
350公里的运营速度领跑全球，堪称中
国制造一张亮丽的“金名片”。“复兴号”
动车组制造的背后，数字技术扮演着重
要角色。

在中国高铁列车核心研制基地中
车四方股份公司，数字技术已在动车组
各制造环节及运用维护中得到广泛应
用。数字技术正成为赋能动车组“智”
造升级的“新利器”。

“火眼金睛”盯焊接

在中车四方动车组车体生产线上，
每0.5秒就有一组焊接数据上传到焊接
管理中心。这是车体焊接数字化管理
系统的一个典型场景。

焊接是动车组车体制造的关键工
艺。一列动车组有上万道焊缝，如何管
控焊接质量？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车体焊接工艺
师池浩瀚告诉记者，传统焊接需要依靠

焊工在焊完后自检、互检、巡检，无法对
焊接过程进行实时监控。针对这一情
况，中车四方利用数字化技术建成了国
内首个动车组焊接过程数字化管理系
统。通过布设在焊机上的数据采集器，
焊接管理系统能够实时采集焊接过程
中的所有焊接参数，包括焊接电压、电
流等，并自动与标准参数进行比对，一
旦出现差错立即报警。

“焊接数字化管理系统就像一双
‘火眼金睛’，通过对焊接数据的实时采
集、自动判断、自动报警，实时‘监视’车
体焊接过程，实现了对焊接的‘过程管
控’，从而更好地保障焊接质量。”池浩
瀚说。

目前，焊接数字化管理系统已连接
起100多台焊机，动车组车体的每一道
关键焊缝都实现了实时管控。

“制造履历”可追溯

转向架相当于列车的“腿脚”，是动
车组的关键核心部件。

据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转向架工艺
师姚迪介绍，一个转向架包含400多种
零部件，从上线装配到完成制造会产生
近万项制造数据。

为此，中车四方建成了转向架数字

化装配线，借助物联网、智能传感、无线
通信等技术，实现了转向架制造数据的
自动采集、自动判定和自动归集。

“螺栓扭矩多大，装配尺寸多少，转
向架装配过程中的每一个制造数据都
会被精确采集记录。”姚迪告诉记者，近
万项制造数据，包括人员信息、设备信
息、物料信息、质量信息等，加在一起便
形成了一个转向架的电子化“制造履
历”。该履历全程可追溯，能够更好地
保障转向架的装配质量。同时，基于装
配大数据，系统还能对产品一次交检合
格率、工序能力指数、质量稳定性等进
行分析，从而指导优化生产流程和制造
工艺，提高制造效率和产品质量。

数字“体检”显身手

完成组装的动车组在出厂前必须进
行调试。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电气调试工
艺师孙晓东告诉记者，调试就是对动车
组进行功能符合性验证，相当于“体检”，
合格后动车组才能出厂交付。这也是动
车组出厂前的一道关键制造工序。

一列动车组有1.6万多个试验“项
点”，调试过程数据量庞大，流程复杂。
依靠传统的人工记录、人工测试很难突
破调试效率的瓶颈。

为更好解决这些问题，中车四方对
调试线进行数字化升级，建成了动车组
数字化调试线。这个数字化调试线实
现了动车组试验记录文件100%电子化
交档、试验全过程数据 100%存储上
传。不仅如此，借助数字技术和智能化
装备，调试线还连接起10余种自动化
调试设备，使动车组的部分调试项点实
现了“自动化调试”。

“这些自动化调试设备能够根据任
务指令自动采集试验数据，并自行分析
数据，自动生成结果。”孙晓东说，目前
实现自动化试验的调试项点已超过
3000个。

数字化调试设备投入应用后，动车
组的调试效率大幅提高，一列8辆标准
编组的动车组调试周期预计可缩短2
天以上。

数据“神器”护安全

目前，中车四方每天有1300多列
动车组运行在全国各地。这1300多列
动车组每天的运行状态数据都会实时
回传到企业数据中心。

基于大数据技术，中车四方建成了
动车组智能运维平台。在这里，大数据
被应用到动车组运维中，成为护航动车
组运行安全的新“神器”。

“一列在线运行的动车组设有数千
个数据测点，传感器可实时采集列车运
行状态数据，监测列车运行状况，每10
秒就向地面发送一次数据。”中车四方
股份公司信息系统运营主管工程师王
川告诉记者。

企业利用动车组运行实时数据，并
融合列车制造履历数据、线路数据、运
营数据、维修数据、自然环境数据等，应
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开
发出动车组关键部件故障预测模型，能
在发生故障前对故障进行预测、预警，
从而提供维护建议。

“这种基于大数据的运维模式将传
统的被动式故障维修或定期检修转变
为主动的预测性维护，从而能有效降低
列车故障率，更好地保障行车安全，提
高运维效率。”王川说。

目前，动车组智能运维平台已上线
近100个故障预测模型，每年成功预防
故障隐患数百个。

从车体焊接、转向架装配到总装调
试，再到运维服务，数字技术大显身手，
为动车组“智”造插上了“数字翅膀”。

根据计划，未来，中车四方还将以
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为核心，持续提升
数字技术水平，推动动车组制造“数
字+”“智能+”升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增添新的动能。

题图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复兴
号”动车组正在运行。

左图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
车组车体数字化焊接生产线。

邓旺强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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