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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副中心  全力打造先行区 

宝石机械技术专家王耀华 ：

宝鸡造自动化钻机走向世界
十年前，我还是宝石机械一名普

通的技术员，被抽调筹建国家油气钻

井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动化装备

研究所。如今，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的

努力下，我国的石油自动化钻机从无

到有、从有到强，使“宝石机械”在国际

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就拿管柱产品的研发历程来说，

十年前，钻机作业时，钻具工作和更换

都需要工人现场操作，不但劳动量繁

重，安全风险也比较高。2012 年，我们

开始开发管柱自动化产品，初步实现

单个设备自动化作业，将钻井工人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随着

科技的进步，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方面

的投入，我们成功开发出具有自动化

功能的成套设备和自动化控制系统，

钻井工人只需要按一个键，就能完成

该设备的所有动作，安全性能大大提

高；接着，我们又把传感器与智能算

法等新技术应用到新产品中，使我们

的产品由单元设备“一键式”，升级到

钻井关键流程的“一键式”，操作人员

劳动强度更低，工作环境更优，设备以

及钻井更安全。十年中，我们的管柱产

品完成了从机械化、单元设备自动化

到成套设备的“一键式”操控的更新换

代，这些都是创新带来的。

近十年，我们企业在研发方面的

投入经费超过 20 亿元，先后承担了国

家级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54 项，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 366 件。我们的装备数

量、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

线上由原来的零星使用数控机床已经

变成普遍采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

也已经引入落户；企业由粗放型生产

转变为精益化生产、无图化生产，数字

化转型成为我们新的努力方向。如今，

我们研发的各类创新产品完全能够满

足陆地、沙漠、滩涂等地质环境的钻井

需要；               （下转第二版）

助力乡村振兴  贡献青春力量
我市召开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交流会
本报讯 日前，我市召开青年助力

乡村振兴座谈交流会，团市委与中建

西北院团委签订了《青年助力乡村振

兴框架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段小龙

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

相关部门要深化认识、凝聚共识，加强

谋划研究，做实项目支撑，以丰富的活

动载体引领更多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乡

村振兴生动实践。要示范先行、打造品

牌，引领更多团员青年在助力产业优

化提升、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基层治理

等方面争当先锋，把青年助力乡村振

兴实践基地打造成推动青春建功行动

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标杆工程。要主动

担责、强化保障，围绕合作协议确定的

“五个一”事项，加强与中建西北院对

接，强化协作配合，拓展合作领域，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渭滨区胡家山村“青年助力乡村

振兴实践基地”当天揭牌。会上，我市

基层青年干部与中建西北院团员青

年面对面交流，共话青年成长和乡村

振兴。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宏阳，中建

西北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军参加

会议。   

本报记者 刘亚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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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城市生

活越来越美好，得益

于解决交通拥堵和老

旧小区配套设施不足

等影响人们生活质量

的问题。日前，记者从

市发改委了解到，今

年我市加快推进重大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实施城市品质提

升项目 121 个，年度

投资 188.4 亿元，上

半年已完成投资 124

亿元。

8 月 1 日，记 者

在连霍高速市区段市

政化改造项目的龙丰

立交现场看到，打桩

机、挖掘机来回穿梭，

工人们正在做桩基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这一项目，对于优

化市区交通路网、缓

解交通压力具有重要

意义。 

如火如荼、大干

快上的项目，还有钛

谷、清溪、陈仓三座

渭河大桥，连日来工

人们加班加点，在技

术上寻求突破，解决

渭河卵石地层桩基

施工困难等难题，预

计今年国庆节前，这

三座大桥将陆续通

车。加上已通车的虢

镇、团结渭河大桥，

5 座大桥在畅通市区

南北交通方面将起

到重要作用。

此外，金台区卧

龙寺街道龙丰村片

区改造项目，涉及

741 户 2100 余 人，

正在进行房屋拆迁

和居民安置。渭滨区南关路旧城改造项

目，新建金融商务中心和新概念生态住

宅，正在进行方案设计。陈仓区虢镇火

车站片区改造提升项目，建设车站中心

广场、游园、绿地等基础设施，正在进

行拆迁和居民安置工作。

今年，我市实施的城市品质提升

项目涉及总投资 661.1 亿元，年度投资

188.4 亿元，上半年已完成投资 124 亿

元，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达 55 个。

 本报记者 魏薇

全员创新   优化工艺 
特钢钛业前 7 个月产值创新高 

本报讯 钛管材、钛铜复合棒材两项主打

产品以前一个月共生产百余吨，今年 5月起连

续 3 个月产量双双突破百吨，生产订单已经

排到 11 月底……今年以来，宝鸡特钢钛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续发力，前7个月实现产值1.15

亿元，同比增长 44%。

特钢钛业位于宝鸡高新区，主要从事

钛、镍、锆等有色金属管材及其金属复合材

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年产能 3000 吨以上。

公司自创建以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

方面紧盯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不断研发新

技术、新产品 ；一方面鼓励员工参与技术改

良、工艺优化，不断提升质量、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 

“只要员工认为有改进空间，我们都会进

行技术评估，一旦采纳，不但有物质奖励，还

会在年度星级员工评选中优先考虑。”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如果有重大技术创新，经总经理

特批，可享受公司特殊津贴，并成为课题带头

人。这些年，公司全员创新氛围浓厚，仅今年

就已经完成了 20 余项改进项目，还有十几项

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 

如今，特钢钛业拥有金属复合材及管材

“酸洗”工艺等核心技术及 10 余项专利，还获

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认定，其产品在国内电子线路、

电镀电解、石油化工等领域广泛应用，并远销

日本、韩国、德国等 20 多个国家。

本报记者 李小玮 

本报讯 8 月 2 日，陕北靖边的

客户慕名来到凤翔区，专程采购陕

西永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新型灌溉用给水管材。靖边距离凤

翔 500 多公里，且西安还有生产同

类产品的企业，该客户为啥舍近求

远到凤翔？原因是永乐塑业的新型

灌溉用给水管材无论是性能还是价

格，都优于国内同类企业的产品。

永乐塑业是西北地区唯一一家

集研发、生产、技术推广、示范园区

于一体的灌溉管材生产企业。近年

来，该公司在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西北地区许多

地方大水漫灌的农业实际情况，专

注从事节水农业水肥一体化塑料管

材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公司研发投

入占比多年保持在 5% 以上，并成

立科研创新团队集中攻关。经过反

复研究、试验，于 2021 年成功研发

出新型灌溉用HDPE 给水管材及

内镶式滴灌管技术，填补了国内空

白。此后，公司又相继研发出新型塑

料熔融装置、管材紧固装置、新型滴

灌伺服打孔等生产设备，极大地提

高了产品可靠性、降低了生产成本。

据了解，该公司这款产品和技术具

有高强度、抗腐性、适合各种地质条

件铺设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类

大棚种植、蔬菜果园、大田作物、绿

化园林等的节水灌溉项目，使用后

可实现节水 60%、节肥 35%、节省

人力 80% 的显著效益。

今年受疫情影响，在整个行业

不景气的情况下，永乐塑业凭借这

款优势产品和技术，不但成功跻身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列，还

进一步提升了竞争力，生产经营继

续保持稳步向前。

（裴兴斌 邓亚金 雷知雨） 工人严把管材质量关

陕西永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灌溉用给水管材系统 ：

节水节肥又省力  显著提升竞争力

变化就在我身边非凡十年  之  

四
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  抓紧抓实十项重点任务

本报记者与书记县（区）长

面对面面对面
（详见第四、五版）

大型全媒体采访报道 
 （凤县篇）

工作人员检测产品质量

稳住经济大盘 一 线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