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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涵盖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分、子公司，上海振华重
工品牌名称为“ZPMC”。本报告中，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也简称 “振华重工”“公司”“我们”等。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时间跨度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部分内容
可能超出上述范畴。

本报告为振华重工自 2009 年以来发布的第 11 份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不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性陈述，振华重工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
本报告所涉及财务数据仅做参考，财务数据以公司年报为准。如无特别说明，
报告披露的金额均以人民币计量。
本报告所用工程设备图片均为公司承建工程、自有设备或装备产品。

 
振华重工依据 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指南》及利益相关方的期望编制
了本报告的主体内容。

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电子版可在振华重工网站 www.
zpmc.com 下载浏览。
若需获取纸质版报告，或对本报告有任何建议和意见，您可按以下方式联系
我们：

联系部门：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部）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3261 号
电话：021-58396666
传真：021-5839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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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致辞
　　推进协调发展，与和谐同行。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就是要优化布局，这一方面要求振华重

工投身区域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一方面又要求振华重工注重自身发展的协调性，在创造效益的同时做

好精神文明建设。面对协调发展的新要求，振华重工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将新型产品投入雄安新区、长三角、

粤港澳、海西地区，助力该地区的发展。在创造效益的同时，振华重工始终不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

　　推进绿色发展，与环境同行。企业的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决不能竭泽而渔、

焚薮而田。振华重工依长江而建，因东海而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振

华重工始终遵循国家的环保政策，在严格约束自身的同时，大力开发清洁能源，持续加大绿色产品的研

发投入，让更多相关方切实享受到振华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

　　推进开放发展，与世界同行。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

振华重工拥有 28 家海外分支机构，和来自 101 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发展之路。

2018 年，振华重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一次性与 6 家国外伙伴签订了 15 亿大单，向世界展

示了坚持开放发展的决心。未来，振华重工将继续致力于探索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发展新途径，

以装备为依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

　　推进共享发展，与人民同行。振华重工愿与社会、员工及各相关方共享发展成果。对企业外部而言，

共建才能共享。2018 年，我们建立了振华重工智库、院士工作站，通过集聚外脑智慧，实现互利共赢。

同时，开辟民生工程新领域，将企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紧密连接。对企业内部而言，公平才能共享。我们

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未来，振华重工将

继续开拓共享发展的新途径，将振华重工建立为共享型的负责企业。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时代赋予伟大的使命。打造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 + 旗舰”的

企业发展战略，关系着振华重工自身的成长，关系着上海制造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更关系着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成功只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未来，我们愿与相关方一起，肩负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为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 奉献振华力量！

　　　　　　　　　　　　　　　                                   　　　　振华重工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伟大的时代履行伟大的使命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振华重工成立

的第二十六年。这一年，振华重工全体员工焚膏继晷、艰苦奋斗，向所有关心振华重

工成长的相关方，交出了“产品进入 101 个国家和地区”“港机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

二十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厚重答卷。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给人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在 2018 年这个

伟大的节点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振华重工参与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永载史册；看到承建

的“天鲲号”“龙源振华叁号”等一批“国家重器”为建设海洋强国的事业再添新兵；

看到越来越多的振华装备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智慧港口与智慧城市联动，

一点一滴地改善着人民的生活。

　　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作为全球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振华重工今日的成就，

来自于社会各界同仁对振华的支持、帮助与肯定。我们愿用最大的努力回馈相关方的期

待，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振华重工建设为勇于担当、勇

于拼搏的大国企业，以星星之火，承担起建设工业强国的历史责任。

　　推进创新发展，与时代同行。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

的命运。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

转化速度持续加快。在这样的形势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近年来，

振华重工持续将新技术引入重型装备制造领域，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已在港珠澳大桥、

上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天鲲号”等重大项目中初见成效。未来，振华重工将继续

坚持“每年创造一个世界第一”的光荣梦想，为中国制造业再添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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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创新强企

承担省部级研究课题 156 个

申报专利 1323 件

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产学研一体化

推进绿色环保

改造生产车间

开发新型能源

加强污染防治

研发绿色产品

共享发展成果

智慧城市建设

助推民生事业

投身社会公益

提供人文关怀

健康工作与职业晋升

构建命运共同体

振华产品进入全球 101 个国家和地区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联通全球的智能数字平台

举办码头智能化解决方案交流论坛

2018 年振华重工社会责任建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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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进振华重工
1885 年，商人郑良裕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长

江江畔建立了公茂船厂。穿越百年光辉历程，今天，我

们走在以实体经济振兴中华的路上。

9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 Co., Ltd. (Z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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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重工组织架构 ——

公司简介

上海振华重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公司”）是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的知名企业，

是国有控股 A、B 股上市公司，控股公司为世界 500 强之一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振华重工成立于 1992

年，可溯源至 1885 年的公茂船厂。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上海和江苏拥有 10 个生产基地，在全球设有 28 家海

外分支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之一，产品远销世界 101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约 300 座码头。 

关于我们

第一节

二十多年来，振华重工在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卓越公司的征程中，承载着让中国名牌响遍全世界

的企业使命。如今，公司通过“装备制造 + 资本运作 + 互联网”的“一体两翼”的商业模式，正全力打造民族工

业的“旗帜 + 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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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分支机构布局 ——

业务布局
振华重工全面围绕“一体两翼”战略，加快向智

能制造转型，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分为八类：港口机械、

海洋工程装备、大重特型钢结构、系统集成与总承包、

海上运输与安装、电气产品、投融资、一体化服务。

近年来，公司积极开拓新兴业务。立足智慧产业，

打造智慧城市，提供相关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深耕民生

消费，布局城镇老旧社区改造升级，构建智慧社区产业

生态体系；聚焦融合发展，致力于海洋经济发展、南极

建设等，形成集装备制造、基础建设及配套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业务承接能力；拓展数字产业，探索新商业模式，

以大数据提供服务，实现全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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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

         营业收入  21，812，389，644

         利润总额  537,005,887

       公司总资产  70，598，364，627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本表格如与年报有冲突，以年报数据为准）

我们的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卓越公司

     企业使命          让中国名牌响遍全世界

     企业道德          崇德崇学、向上向善

     企业核心价值观         公平、包容、务实、创新

振华重工参与的部分行业协会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中国港口协会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钢结构协会

中国疏浚协会

中国船东协会

上海质量协会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工业

经济联合会）

上海市安全生产协会

上海市航海学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

……

我们的党团建设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振华重工党委着力加强党

的建设，让党的先进理论指导公司各项事业的发展。

夯实党建基础
振华重工党委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格按照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坚

持集体研究，民主决策。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基层党组织，不断扩大

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模范岗”“党员先锋队”，

选育“四力型”党组织示范点，激发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加强教育实践。建设完善的理论学习计划及常态化的活动载体，督促党员

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开设“党

员微党课”，举办培训班等各类基层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员党性修养。

 １. 振华重工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两会精神。

2. 振华重工党员重温井冈山精神。

3. 振华重工党员在南湖革命教育

基地重温入党誓词。

1

2 3

   1 月

   7 月

党风廉政
宣教月

   2 月

   8 月

   4 月

   10 月

   5 月

   11 月

科技月

   6 月

安全生产月

   12 月

   3 月

学雷锋月

   9 月

质量月

振华重工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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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工作的党员也开展了纪念学习活动。振华重工英国子公司组织员

工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参观活动，参观地点包括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公墓、大英

博物馆、迪恩街 28 号、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等马克思生前工作生活的场所，

为创新党建联动、丰富纪念活动、提升公司海外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聚焦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2018 年 5 月，振华重工党委举办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党

日系列活动。组织党员集体观看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全体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先进群众代表共计 500 余人重温入党誓词，

并恭抄《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纷纷以微信留言、发

朋友圈等方式纪念马克思，激发了大家对伟人的瞻仰和崇敬之情。

2

１. 振华重工党员恭抄《共产党宣言》。

2. 振华重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活动。

凝聚群团合力
　　振华重工持续深耕工会建设及共青团建设，凝聚群团合力。

　　推进工会员工民主政治工程、员工经济技术创新工程、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员工关爱工程、自身塑形工程的“五

大工程”。两级工会参与本单位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活动 37 次，共查实问题 92 个，全部督促整改。

　　组织各级团组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开展青年“挑战杯”“青

年论坛”“青年英语秀”“青年读书会”“青年运动赛”等品牌活动，持续引导青年员工岗位建功和成长成才。

1 ２ ３

2018 年团代会，与会代

表正在进行选举。

1

 １. 卡尔·马克思生前居所处的铭牌。

2. 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内景。

3. 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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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诚信建设

　　作为国际知名重型装备制造商，恪守商业道德、遵循国

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是振华重工一直秉承的核心理念。

依法合规经营
　　振华重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市证监局、中国证

监会要求，妥善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2018 年振华重

工发布报告 24 份，其中定期报告 20 份，临时报告 4 份。按

时举办股东大会，全年未接受到上交所相关职能部门问询。

　　振华重工积极参加合规培训，同时积极组织各驻外机构

进行海外合规培训，提升海外子机构的全面合规合法经营的

意识和力度，做好各项风险的识别和防范工作。

反腐败建设
　　振华重工坚持诚信经营，要求所有员工或代表振华重工从事商业行为的第三方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诚信

准则，对腐败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2018 年 6 月 26 日，振华重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振华重工组织员工

参观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

廉洁文化建设

　　振华重工认为，廉洁文化氛围的营造对推进反腐败工作有

很大的助益。在 2018 年 7 月，振华重工举办了“党风廉政宣教月”

系列活动，通过组织学习党规、党章及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

党规党纪线上答题测试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反思、

引以为戒，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氛围。

项目                                   次数

廉洁专题教育                 119 场

文化活动覆盖人次                  2600 人

征集廉洁文化标语                  385 条

观看廉洁教育片                      83 场

案例教育                                 115 个

发放学习书籍                  1500 册

参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28 次

2018 年振华重工廉洁文化活动一览

腐败“零容忍”

　　振华重工持续开展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的流程建设和体系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四风”

问题。制定印发《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意见》，明确全年反腐败工作重点。通过《公司领

导人员任职前党委组织部听取公司纪委意见工作实施办法》，对党委管理的干部进行廉洁从业鉴定，预防干部“带

病提拔”，推动公司对领导干部廉政监督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为进一步提升廉洁建设成效，公司纪委办公室设有多种途径，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举报。

事项                                                 数量                       效果

重要节点监督检查                                52 次                      有效预防“四风问题”

“三点合一”建设联系点                     5 个                        降低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腐败风险

提出监察建议                                        27 条                      降低公司运营中的腐败风险

管理漏洞整改                                        9 处                        降低公司运营中的腐败风险

签订廉洁承诺书、责任书                    338 份                    将廉洁责任落实到岗

建立廉政档案                                       29 份                      避免干部“带病提拔”

出具干部廉洁从业鉴定                77 份                      让干部考评更加公正、全面

振华重工反腐败改善绩效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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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反腐倡廉大家谈

　　为了营造良好的廉洁文化氛围，2018 年，振华重工面向公司全体员工征集廉

洁文化标语，让廉洁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育廉洁作别人情，用廉洁规范言行，促廉洁提升心性，因廉洁铸就共赢。

——振华重工员工徐永赛

　　数字跳跃描述码头作业效率，廉洁明镜度量企业进退得失。

——振华重工员工余璨

　　尊廉崇洁筑中交梦 ，奉公敬业做振华人。

——振华重工机关党委二支部

　　核算一份单据，坚守一颗初心。

——振华重工员工缪晨铭

　　廉洁为尺，一言一行量长短。廉洁为镜，一举一动察高低。

——振华重工员工何磊

振华重工举办的“廉

洁自律 从我做起”专

题讲座。

我们的 2018

　　春华秋实，岁序交替。2018 年的每一寸光阴，我们都不曾虚度。

领导关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调研振华重工

　　2018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调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了振华重工。李克强鼓励作为世界

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也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自动化码头成套设备与系统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振华重工，要打造

一流高品质中国装备，努力创造品质一流的中国服务，用中国装备振兴中华。

“廉洁自律 从我做起”专题讲座

　　2018 年 9 月 13 日，振华重工举办了“廉洁自律 从我做起——从心理角度预

防职务犯罪”为主题的专题讲座。讲座从职业犯罪的相关法律和职务犯罪的心理对

策两个方面展开，即在详细陈述职务犯罪法律规定内容的基础上，再从预防职务犯

罪的心理对策方向为公司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个人作为一个单独的

个体，必须有定力永远保有对规则的敬畏心理，并从内心深处和思想内部彻底消除

心理侥幸，以此改善廉洁教育的针对性，提高制度建设的规范性，增强管控机制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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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一行调研公司

　　7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

小鹏一行到访长兴分公司，对智能制

造车间、港机生产现场、零号舾装码

头进行考察，并登上公司为烟台打捞

局打造的 5000 吨起重打捞船“德合

号”。李小鹏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

来对交通强国建设作出的贡献，希望

公司积极研发更多核心海工装备，为

交通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调研公司

　　6 月 6 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行调研公司。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黄庆丰 , 公司原总裁管彤贤陪同。期间，

李强参观了长兴分公司，调研智能焊接车间、舾装码头，了解公司业务情况。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调研公司

　　12 月 4 日，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书记郝鹏一行到公司调研，实

地察看了长兴分公司钢箱梁智能

制造车间，参观了 4500 吨“创力”

轮起重船，并调研了公司自主研

制的大巴立体停车库。他对公司

积极利用自身技术研发优势做优

做大传统业务、快速拓展新兴业

务领域的发展思路和取得的成绩

表示充分认可。

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调研公司

　　8 月 14 日，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徐福顺一行调研公司。徐福

顺在交流中表示，公司作为国家

重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代表，是装

备制造核心企业之一，要继续围

绕国家战略定位，坚定信心，创

新机制体制，全力深化改革。

( 以上按领导来访时间顺序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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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荣誉

参建的“港珠澳大桥”“蒙内铁路”获全球最佳项目工程大奖

参建的上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获交通运输部“星级现场”荣誉称号

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

中国企业品牌创新成果奖

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优秀奖

“上海品牌”认证

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攻关奖

上海市质量技术奖

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科技创新专项奖

上海企业 100 强

自主创新领军企业

钛媒体 2018T-TDGE Awards“年度十大转型先锋”

我们的重大项目

上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
　　上海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由上港集团（SIPG）和振华重工（ZPMC）联合打造，远期吞吐能力将达到 630 万

标准箱，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自动化码头，也是“上海制造”的品牌工程。

　　振华重工为洋山四期开港提供的设备均为全自动化，其中，双箱自动化轨道吊是首次投入全球市场。自动导

引运输车也采用了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技术。洋山四期是中国唯一一个“中国芯”的全自动化码头 , 其软件系统由

上港集团研发的 TOS（码头操作系统）和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 ECS（设备控制系统）组成，作为整个码头的“大脑”

与“心脏”。

　　洋山四期的建成和投产标志着中国港口行业在运营模式和技术应用上实现了跨越升级与重大变革，为上海港

进一步巩固港口货物吞吐能力世界第一地位，加速跻身世界航运中心前列提供了全新动力。

相关方证言：因为无数参与者的努力，振华自动化智能码

头开始享誉世界。振华重工的青年才俊们，将走出国门，

用青春为世界书写智能码头奇迹。

——2018 年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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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无人驾驶跨运车 ZPMC AI-Strad
　　2018 年，振华重工发布了新一代无人驾驶跨运车 ZPMC AI-Strad。该

产品采用了最新设计的、符合欧四排放标准的混合动力源，并且可以随时升

级到要求更严格的欧五排放标准。使用混合动力后，柴油机的功率从 350 千

瓦减小到了 150 千瓦，单机平均油耗仅为 10 升 / 每小时 ( 柴油功率 20 升 /

每小时 )，真正做到了低排放、低噪音、低能耗，大大提高了燃油经济性。振

华重工首创的港口设备自主驾驶系统，让车辆实现无人自主驾驶。未来，基

于人工智能的 ZPMC AI-Strad 将实现全天候、全场景、全自主的全流程作业。

相关方证言：振华重工最新推出的智能集卡解决方案，为

港口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提供一种全新的、低成本、

影响最小的水平运输自动化解决方案。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国水运报》

相关方证言：由贵司承建、中国船级社参与检验发证的“天

鲲号”6600 千瓦自航绞吸挖泥船自开工以来，经过了贵

司各部门领导及项目组全体成员千百个日夜的抛洒汗水

与青春奋斗，顺利交船并赢得了整个疏浚行业的人员的

高度认可，众多高新技术的应用使之得到了“大国重器”

的美誉，作为参与该船建造的一份子，中国船级社项目

组成员倍感荣幸与自豪，希望借此表达对振华重工同仁

的真诚感谢及敬意！

——中国船级社“天鲲号”项目组致振华重工感谢信

相关方证言：“天鲲号”船从课题研发到建造竣工，整

整历时八年，从无到有，再到世界领先，一举成为大国

疏浚重器。振华重工在后期的建造阶段克服艰辛、排除

万难，发扬“大国工匠”精神，使“天鲲号”船的各项

指标均达到技术规格书要求，部分疏浚设备参数、船体

结构制作、精度控制、焊接成型等关键技术远超行业标准。

——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建造组致振华重工感谢信

亚洲绞吸挖泥能力第一的“天鲲号”
　　6600 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挖泥

船“天鲲号”由上海振华重工承建，是国

内首艘从设计到建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重型自航绞吸船，被评为“全球十大

名船”，被称为“造岛神器”“地图编辑器”，

与大飞机、航母并列“央企十大国之重器”。

“天鲲号”完全由国内自主研发创新建造，

其绞刀挖泥能力亚洲排行第一，技术先进

性和结构复杂程度在世界同类船舶中位居

前列。其多项工艺、技术国际领先，填补

了国内空白，如：上建气动减震系统施工

原则工艺、桥架系统施工及移运工艺、三

缆定位系统安装工艺等。

　　“天鲲号”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开工，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下 水，2018 年 6 月 8

日试航，2018 年 9 月 26 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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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风电安装平台“龙源振华叁号”
　　“龙源振华叁号”是振华重工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的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正式交船。

该船集大型设备吊装、打桩、安装于一体，起重能力达 2000 吨，拥有 10 多项创新技术，是当今海上风电领域当

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该船配备 DP1 动力定位系统，能够让平台在风电场内自行移驳，无需借助定位锚机，定位精准高效，大幅提

高了作业效率；2000 吨全回转起重机，可轻松吊起 8 兆瓦大功率海上风机基础，无需借助翻桩器便可实现空中翻

身；可容纳 108 人的生活区和高达 3000 平方米的装载面积，确保了施工团队顺利在海上“安营扎寨”。

相关方证言：振华重工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知著名的装备制造

企业，不仅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成熟的施工建造经验，

更重要是有着一批敬业、奉献、钻研的项目团队；感谢贵司

项目组，感谢我们一起奋斗的 2000 吨质保部人员，在本项

目中挥洒热血汗水的忘我表现让我们深深震撼及敬佩！

——中国船级社“龙源振华叁号”项目组致振华重工感谢信

相关方证言：福州与振华重工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开展更

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合作，为福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添上浓厚的一笔。

——福州市副市长 严可仕

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振鲍 1 号”
　　2018 年 10 月，振华重工自主研制的“振鲍 1”号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在福

州市连江县投入使用，标志着鲍鱼养殖由传统的人力提升模式向机械化提升模式

转变。

　　目前，连江的鲍鱼养殖正在向外海发展，迫切需要新型养殖装备。振华重工

敏锐把握民生需求，自主研制了“振鲍 1”鲍鱼养殖平台，使鲍鱼养殖从 200 米

的近岸区域直接向 3 公里外的外海迈进。“振鲍 1”号预计单台年产鲍鱼约 12 吨。

通过智能化与数据化改造，建立健康养殖的监控体系，实时监控鲍鱼生产及周围

环境的各种参数，改变渔业保险与鲍鱼养殖行业绝缘的现状。除此之外，振华重

工引入风力发电系统，为鲍鱼养殖提供了绿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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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南极雪橇  助力南极科考事业发展
　　2018 年 10 月，振华重工承制的 16 台南极雪橇项目顺利完工，标志着振华重工产品业务板块

向极地科考建设运用新领域拓展。

　　南极地域具有深远的发展潜力和战略意义，随着南极内陆考察规模的日益扩大，运输设备的需

求量也越来越多。振华重工敏锐把握机遇，首批雪橇于 2018 年 10 月顺利发运。其中，大型雪橇

与油囊滑板雪橇是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新型雪上运输装备，填补了该产品在国内的空白。

　　今后，振华重工将携手国家极地研究中心开展南极建设相关技术研发，力争为人类保护南极、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实现我国向极地建设强国目标贡献力量。

我们的创纪录

PSA 巴拿马国际码头项目实现零整改提前交机

全球首发自主研制的自主驾驶无人跨运车

研制全球领先的新型轮胎吊

研制世界最大自升平台式碎石整平船

参建的国内首座跨地震断层桥梁海南铺前大桥合龙

半潜船业务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中标国内首个 EPC 海上风电工程

全球首创 3D 技术攻克海上风电施工难题

交付世界最大风电安装平台“龙源振华叁”号

研制全球最大液压打桩锤

发运国内最大拉力绞车

国内最大功率掘进机驱动系统完工

国内首创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

研制全球最高大巴立体车库

相关方证言：2018 年 11 月 2 日，第 35 次南极考察队成功从

上海启航，经历了炎热的赤道，穿越了狂暴的西风带，克

服了严重复杂的冰情，顺利抵达了南极……所有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贵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新的一年，让

我们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科学认识南极、利用南极、

保护南极，共同携手，为建设海洋强国做出贡献！

——中国第 35 次南极考察队 2019 年元旦致振华重工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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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责任管理
振华重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始终与利益相关方共同面对时代的挑战与

机遇，并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第二节

我们的社会责任管理

　　振华重工深入落实《“十三五”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加强社会责任管理顶层设计，积极推进社

会责任融入日常管理。健全社会责任组织机构，完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开展多层级社会责任培训，

全面提升员工责任意识，全面提升责任管理和实践水平。

我们的社会责任理念
　　社会责任理念是我们管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到公司治理、各项制度及价值链之中，

提高产品质量、注重科技创新、维护员工权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对关键环境挑战，形成了独特

的社会责任理念。

实质性议题分析
　　管理实质性议题有利于我们识别需要改善的领域，提升社会责任建设水平。振华重工首先明确了各种实质性

议题，包括对业务运营生产影响的议题以及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议题。通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振华重工对所

有议题进行分析，并就其重要性进行排序。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振华重工通过“六大中心”及“6+N 子集团”的组织架构模式，对企业进行高效管理。我们注重提升员工的

责任意识，组织专员进行社会责任培训，促进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践行社会责任理念。

聚焦
振华重工首次亮相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发布会 

　　2018 年 6 月 28 日，振华重工《社会责任报告》亮相 2018

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本次发布会以“创新提

升中国制造、有效应对全球挑战”为主题，会议由中国工经联执

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熊梦主持。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

布会自 2009 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十届。2018 年是振华重工连

续十年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以来，首次亮相国家级别的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工经联执行副会长荣剑英向振华

重工颁发了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证书。

振华重工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公司领导班子 制定社会责任战略   监督社会责任建设

执行领导班子决定

协助执行   具体落实

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部）

其他单位

振华重工亮相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发布会。

振华重工的社会责任理念

为社会创造财富—— 社会责任

为客户创造精品—— 客户责任

为股东创造效益—— 股东责任

为员工创造幸福—— 员工责任

　　自 2009 年以来，振华重工已连续十一年向社会公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形式包括纸质、

电子版、H5 等多种形式，就社会责任核心议题与相关方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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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参与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振华重工一直重视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通过有效沟通渠道，倾听相关方的诉求，改进决策，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公司业务发展和社会责任建设的主要方向。

及时通过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传递公司最新动态
公司高层定期拜访客户，听取对公司发展的建议
定期发布公司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传递公司动态
参加各类展会、举办大型活动，展示公司实力和品牌发展成果

开发多功能商业平台 terminexus，及时交换信息
定期发布公司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传递公司动态
及时通过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向合作伙伴传递公司最新动态
定期参加重要行业论坛，共享发展成果
完善供应链建设

及时通过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传递公司最新动态
接待政府部门的各类调研活动，签署合作备忘录

按期召开部门会议，做好部门内部沟通与协调
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大会设分组讨论环节，听取职工代表对公司生产、经营、治
理、文化建设等主题的意见
及时在 OA 系统上发布公司重大工作会议的会议纪要，让员工获取公司发展最新动态
完善各类意见反馈机制，在指定位置设立意见箱，收集员工意见
相关责任部门定期到基层开展各类主题调研，收集意见并形成调研报告
公司各项工作接受全体员工监督，工会、纪委办公室等部门设有专线电话和信箱等投
诉渠道，及时接收公司员工的各类意见

产学研一体化建设项目
接待高校、学者来公司调研
与高校共建实验基地

与社区开展各类文体联谊活动
组织社区公益活动
邀请社区代表前往公司，听取他们对公司的意见

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定期披露相关信息
完善的公司信息发布平台建设
完善的社会媒体接待制度
完善的舆情处理机制

振华重工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渠道一览

聚焦

2018 年码头智能化
解决方案交流论坛

　　2018 年 11 月 7 日， 振 华 重 工 主 办 的

2018 码头智能化解决方案交流论坛在泰国曼

谷召开，全球 80 余家码头运营商共 200 余

人出席论坛。论坛期间，振华重工聆听了相

关方对振华重工的期待，并与全球客户和合

作伙伴就“打造真正适应未来港口发展的人

工智能码头解决方案”议题进行了交流。

　　振华重工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赋能港口的每个领域，成为助推全球智能港口建设的新引擎。为此，

振华重工愿与相关方一起，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应对全球码头发展

难题提供“振华方案”和“行业智慧”。

民族工业的旗帜是怎么竖起来的？

ZPMC 走进清华讲堂

振华重工在 2018 码头智能化解决方案交流论坛上推广

新技术。

振华重工走进“华商

领袖·清华讲堂”。

振华重工原总裁管彤贤与

清华师生分享创业经历。

　　2018 年 3 月 1 日，上海振华

重工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朱连宇，

创始人、原总裁管彤贤受邀来到清

华大学，作为“华商领袖·清华讲堂”

的主讲嘉宾，畅谈了振华重工的发

展之路，总结和分享了振华重工的

成功经验。“华商领袖·清华讲堂”

是清华大学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合

作主办的高端讲堂，这是其开办十

年来举办的第十二届讲堂，也是首

次邀请国企掌门人演讲。

客户

政府

教育机构

公众与媒体

员工

社区

合作伙伴

利益相关方 沟通方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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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们的行动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

户创造精品，为股东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幸福 ,

我们始终在路上。

37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 Co., Ltd. (Z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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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振华重工坚信，

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支点。

第一节

建设创新体系

　　完善的创新体系，是推进各项创新工作的保障。振华重工通过创新组织建设、技术人才培养等举措，持续推

动公司创新工作。

创新组织建设
　　研究总院作为公司科技创新的核心机构，按照公司“全

面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心目标，围绕

公司发展和市场需求，整合公司的科研资源，引领公司的

科技创新发展。

　　2018 年，振华重工研究总院加大研发力度，对具有

战略性、前沿性、全局性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项目继续给

予重点支持，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

课题

港口室外无轨导航重载 AGV 系统及应用

港口集装箱起重机远程故障模式识别与预测性维护标准研究与试验验证

面向大型港机主结构智能化涂装系统研发及应用示范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仿真决策关键技术与能力平台开发

坐底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起重装备远程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9300 吨航天发射活动平台关键技术及装置研制

自主驾驶无人集装箱跨运车及车队系统

智慧港口仿真平台研发与应用

项目类型

重点科研项目

重点科研项目

重点科研项目

总集成总承包专项

重大科研项目

重大科研项目

重大科研项目

立项部门

科技部

工信部

市科委

市科委

市科委

市经信委

中交集团

中交集团

中交集团

2018 年新立项部分科研项目

2018 年，振华重工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技术人才培养
　　振华重工深入实施人才创新驱动战略，构建科技创新高端人才培养机

制，表彰科技先进个人和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进一步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的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与引领作用。2018 年，公司持

续开展骨干培训、岗位练兵等活动，帮助员工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

聚焦

成立振华重工智库、院士工作站 

　　2018 年 12 月，振华重工智库、院士工作站

正式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中国科学院院

士褚君浩，及谈剑峰、王飞跃、范德尚、陆红军、

赵占波、谈德彬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振华重工智库、

院士工作站启动仪式并作论坛交流。今后振华重工

将逐步吸纳更多业内专家与行业领军人物，发挥各

界专家的力量，打造公司产学研一体化格局。在振

华重工智库、院士专家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与参

会人员围绕网络安全、信息化建设、智能技术、人

才引进、大数据、商业模式创新等主题开展交流。 振华重工智库、院士专家论坛启动仪式。

振华重工接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科学技术奖。

振华重工
研究机构设置

陆工研究分院

海工研究分院

电气研究分院

创新工艺研究分院

海服研究分院

国际集团研究分院

智慧集团研究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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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建设
　　振华重工注重创新文化建

设。2018 年 11 月， 振 华 重 工

开展了主题为“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铸就辉煌”的“科技月”系

列活动，包括评选技术标兵与科

技管理突出贡献奖、召开科技大

讲堂、举办特色科技交流培训活

动、创新体制改革等，展示了大

批的科技创新成果，弘扬了科学

精神和科技创新的理念。

聚焦

青年“五小”创新创效成果评比 

　　振华重工青年“五小”创新创效成果评比，对在设计、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全部生产经营环节中的小发明、

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进行创新创效成果评比。2018 年，共有申报项目 52 个，经公司专家组评审，

评选出金奖 3 项、银奖 6 项、铜奖 11 项，并给予奖励。

聚焦

搭建“双创”平台

　　振华重工鼓励公司内部开展创新创业，为内部优秀

的自主管理型双创团队提供支持、保障和激励。为了保

证双创项目顺利孵化，振华重工成立双创专家智库，首

期成员由 59 位内外部专家组成，为振华双创团队提供

技术、经营、投资等方面的指导。提供外部投资基金，

和金融机构开展交流对接，为公司双创项目丰富了外部

资金渠道，提前规划未来的资本运作路径。2018 年，

公司正式登记双创项目 20 个。

振华重工科技月。

振华重工青年“发明家”在青年论坛上接受表彰。

中德智能科学博士研究院创新交流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中德智能技术博士研究院专家

来公司开展创新交流活动。库恩院士表示 , 振华的布局符

合时代研究发展方向，振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团队

和专家资源，中德智能技术博士研究院可以提供相关支持。

房殿军院长进一步阐述了中德智能技术研究院的四大核

心理念。振华重工表示，希望今后有机会与中德智能技术

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拥有更多技术合作的机会。

振华重工青年员工在“挑战杯”现场讲解自

己的创新项目。

中德两国技术专家正在进行交流。

振华重工双创平台专家评审会。

振华重工第二届青年“挑战杯” 

　　2018 年 1 月，振华重工工会和团委联合举办第二届青年“挑

战杯”路演决赛 , 共有 10 个创新项目入围。陆工院电气所申报的“岸

桥二维码管理系统”等五个项目获得“金钥匙”奖，项目管控中心

工艺部和智慧集团上海港机重工联合申报的“场桥电气房围棚制作

流程与工艺优化”等五个项目获得“银钥匙”奖。获“金钥匙”奖

的项目将获得由公司工会提供的资金赞助。第一届青年“挑战杯”

项目经过一年的运行，取得了丰硕成果，共产生发明专利 3 项、实

用新型专利 3 项、对外发表研究论文 2 篇、软件产品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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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公司坚定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

道路，在承接主持国家、上海市的

重大科研项目过程中，已与政府机

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品配

套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发展为产学研战略联盟，实现知识

产权协同运用。

高校

科研机构

国外企业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美国 Lifteck 公司

美国 Mc kay 公司

振华重工部分科技发展合作同盟

聚焦

携手同济 打造港口机械专用
齿轴精加工智能生产线 

　　“港口机械专用齿轴精加工智能生产线”

项目是由同济大学与振华重工合作推进的产

学研一体化项目，针对齿轴产品多品种、变

批量的市场需求，实现企业自动化系统和信

息化系统的深度融合，完成齿轴加工过程向

智能化生产的升级。该项目通过振华港机热

后齿轴精加工智能生产线的项目实施，旨在

提升振华港机在智能生产线的系统集成开发

能力，为振华重工 4.0 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

基础。

ZPMC 与“海上福州”

　　2018 年 5 月 18 日，振华重工参加在福州

市举行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暨第二十届海

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并与福州市签订了“海

上福州”海洋经济产业战略合作协议。振华重

工将通过集设计、制造、运输、售后为一体的

综合实力，积极把海洋装备领域的核心技术与

研发力量引入福州，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得到

福州市政府的高度认同和赞赏。

　　“海上福州”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战略决策，不

仅对发展福州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更将对扩大对外开放

和促进祖国统一起到重要作用。振华重工与福州市将发

挥各自优势，协同促进地区经济加快发展。

协调发展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发展仍然存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

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为此，振华重工以重型装备为依

托，为增强发展整体协调性提供助力。

第二节

区域协调发展

　　振华重工积极发挥重型装备的作用，聚焦京津冀、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海西地区

等重点区域，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域发展取得佳绩。

　　2018 年，振华重工与福州市政府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中交港、中交产业园、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公用设施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深入合作；港

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三地“半小时生活圈”触

手可及；建设上海洋山四期、宁波舟山港等重

要项目，助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相关方证言：福州正大力发展临港工业、远洋捕捞、海产

养殖等产业，海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空间广阔。振华重

工作为我国海洋装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

实力和先进的管理水平，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深海

养殖、装备制造、海上安防、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等领域

细化合作项目，实现企业有发展，地方有经济，互利共赢

的良好局面。

——福建省委副书记  王宁

振华重工与同济大学携手打造的港口机械专用齿轴精加工

智能生产线。
《福州新闻》报道振华重工与福州市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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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当今世界最长、规模最大、

标准最高、技术最先进的跨海大桥——港珠澳

大桥顺利通车。振华重工自 2011 年开始参与

这一超级工程的建设，以强大的科技装备、精

湛的匠心工艺，助力“世纪工程”全线贯通。

海底沉管隧道清淤装置
　　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道在建造过程中出现基槽

回淤，导致管节无法沉放。振华重工在短短 20 天内

自主设计清淤装置，解决了水工领域的清淤世界难题。

最终接头吊装与焊接
　　“振华 30”轮是振华重工自主建造的世界

最大 12000 吨自航全回转起重船，在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建设中完成了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吊

装。最终接头到位后，振华重工的焊接队伍完成

两侧连接的双层焊接。

岛隧舾装
　　振华重工的舾装团队为每个管节制造了端钢壳，

让海底隧道在海水激流的冲击下滴水不漏，并将一次

舾装时间从 90 天缩短至 35 天。

钢圆筒制作与运输
　　振华重工为港珠澳大桥东、西人工岛制

作了全部 120 个大型钢圆筒。钢圆筒由振华

重工承运，共航行 26000 公里。

钢圆筒振沉
　　钢圆筒运输到位后，振华重工仅用 4 个月

时间便完成了西人工岛 61 个钢圆筒的振沉施

工。“振浮 8 号”在伶仃洋进行沉施工期间，

相继书写日沉两筒、三日六筒、四日八筒、一

日三筒的历史纪录。

聚焦

特种工程船舶建造
　　为保证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顺

利建造，振华重工为“世纪工程”

量身定做了世界领先的“津平 1”

号抛石整平船，“津安 2”号、“津

安 3”号管节沉放船。

振华重工与“世纪工程”
港珠澳大桥

国内首个渐变式减光罩
　　振华重工设计、建造的国内首个渐变式减光罩，

是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景观工程”，可以有效减

少司机在进出隧道时的光线不适感。

振华重工参建的“世纪工

程”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钢圆筒自振华重工长兴分公司码头发运。

振华重工起重船“振浮 8”正在进行钢圆筒吊装施工。

振华重工打造的抛石整平船

“津平 1”号正在作业。

12000 吨起重船“振华 30”轮正在进行最终接头吊装。

减光罩正在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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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助力雄安新区建设

　　雄安新区是新成立的国家级新区，需铺设大量临时道路与场地。按传

统方法铺设与拆除，时间长、不环保、代价高。为此，振华重工积极组织

并开展了自动化装配式铺面铺设设备的研制。

　　对振华重工来说，该项研发有助于紧抓雄安发展的国家战略契机，拓

宽公司业务，探索更多可能性；对于社会来说，铺路机研发与使用，将带

来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与基建理念变革，以实际行动与效果响应“节能环

保”“绿色智慧”的雄安号召，并为各个城市的新区建设，提供可拆卸的

绿色临建道路，解决道路“拉链”、沥青浇筑、水泥浇筑等费时费料、环

境污染等问题。

聚焦
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企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自身的战略目标，还应注意到合作伙伴对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影响。振华重工密切关

注供应链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推动供应链创新发展。

技术技术部门

生产项目管理部门

QHSE
质量、环境、
安全管控部门

质量服务产品服务部门

采购物资采购部门

评审项目

订货技术响应

物资符合性

技术支持

安装调试

供货及作业进度

服务配合

质量水平

服务配合

证书资料

HSE 效果

贸易安全

产品状况

服务配合

技术澄清

价格

合同

货期

质量

服务改进

振华重工供应商绩效评价标准

评审类别评分部门

供应商管理
　　振华重工拥有完善的物资评价管理体系，

由物资采购部门主导，多部门协同配合，通

过供应商“红黄牌”制度和“黑名单”制度，

确定重点关注的供应商清单，识别风险并帮

助供应商改善。振华重工关注采购金额、采

购批次、准时到货率等因素对供应链的影响，

通过高效的供应商绩效评审体系，对供应商

过去一年的表现整体评价。2018 年，振华重

工根据以上评价标准，对 915 家供应商进行

评审，并给出针对性的改善意见。
振华重工为雄安新区建设研制的智能铺路机器人。

共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2018 年，振华重工积极响应国家扶持中

小企业政策，与工商银行、渤海银行、中交

星宇科技有限公司强强联合，共同搭建了“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旨在改善传统金融的

融资难、融资贵、手续繁琐、耗时长等难题。

协助供应商盘活应收账款资产，改善和提升

现金流周转效率；支持供应商做大做强，与

振华重工共同发展。

　　基于振华重工产业链数据的应用，2018

年共有 28 家单位完成金融融资注册，已经达

到供应链平台融资 7200 万元，实现了签约银

行对接供应链金融平台融资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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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振华重工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

员工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振华重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将员工培养为有自信、尊道德、讲奉献、

重实干、求进取的时代新人。

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2018 年，振华重工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员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劳动模范”“央企楷模”

等先进模范的推荐评选，开展“大国顶梁柱”系列宣讲、向“时代楷模”张黎明同志学习等活动，

形成学习典范、争当先锋的氛围。

《厉害了，我的国》中的振华元素

　　全球单体最大、综合自动化程度

最高的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四期

自动化码头，由中国交建主要设计建

设，振华重工提供全部码头设备和设

备管理系统（ECS）。

　　由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航天活

动发射平台转弯行走装置在火箭发

射前的转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振华重工某党支部组织党员集中观看《厉害了，

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国！
           厉害了我的振华！
　　2018 年 3 月，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登陆全国

各大院线。在影片中，振华重工参与的多项超级工程登上大荧幕。

为引导员工主动扛起新使命，奋力展现新作为，振华重工第一

时间组织党员集中观影，并在观影后组织了一系列学习活动。

振华重工员工观后感

　　厉害了，我的国！一帧帧画面，

一件件国家重器，一段段奋斗故事，

又将我带回了伶仃洋上，回忆起那段

艰苦卓绝的难忘时光。 

        ——振华重工员工魏杰

　　振华重工参与建造的世界最大的

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及其岛隧工

程 , 最终合龙的大功臣——自主研发

的世界最大 12000 吨全回转起重船

“振华 30”轮。

 １. 振华重工员工参观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馆。

2. 振华重工“青年大学习”活动。1

2

　　给我震撼最深的是影片伊始，在扑面而来的国旗

之后，所展示的公司参建“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的核心装备——“振华 30”轮……在这项“世

纪工程”中，我们振华重工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核心装

备和顶尖的技术焊匠，为工程的完满收官做出了突出

贡献，作为一名曾经参与其中的一员，在观影过程中

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感触，真的难以言表！  

 ——振华重工员工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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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培育文明风尚

　　振华重工注重企业文明风尚

的培育，通过系列活动加强员工

的文明意识。开展“文明生产月”

活动，成立文明生产示范区评选

小组，组织评选文明班组。开展

商务礼仪培训，提升员工商务接

待能力。开设“三八红旗手”等

专项荣誉，表彰“道德模范”“劳

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先

进个人。开展“有序排队，让文

明成为一个习惯”主题活动，引

导员工文明乘梯。

振华重工与文明交通行动 

　　2018 年 3 月，振华重工组织 20 余名

志愿者开展“交通文明劝导周”活动。活

动期间，志愿者对逆向行驶、不走人行道

以及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维

护道路畅通做出积极努力。

正在录制有声读物 ZPMC FM 的青年员工。

振华重工志愿者引导员工文明乘梯。

振华重工志愿者督促行人文明出行。

当新媒体遇上《梁家河》

　　微信与互联网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阅读媒介之一。

2018 年，振华重工在官方微信平台上设置“ZPMC FM”栏目，

首次以“微信推送 + 有声读物”的形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学习活动。

　　ZPMC FM 由振华重工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部）组织录制，

员工自愿参与，首期学习活动围绕“诵读《梁家河》”展开。

有声读物均为员工自主朗读、制作。通过诵读活动，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成长历程，引导员工学不怕苦、工敢争先

的奋斗精神。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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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
员工作品赏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振华重工鼓励员工诵读中华经典、学习

中华传统艺术。每年，振华重工都会开展各类传统

节日主题活动。2018 年春节期间，慰问 220 多户

青年员工家庭，并组织吃元宵、猜灯谜等传统活动；

中秋节期间开展“中秋慰问小分队”“浓情中秋”

活动，为员工送温暖。

1 2

3

4

书法：金鸡歌国泰 义犬报民安 

振华重工员工  胡双

绘画：《紫藤》  

振华重工员工 彭清甫

书法：《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精品工程》  

振华重工员工 茆治

绘画：《硕果累累》

振华重工员工 彭清甫

绘画：《竹声》　振华重工员工 彭清甫

剪纸：《骏马图》　振华重工员工 阮婵娟

 １. 振华重工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2 . 元宵节期间，振华重工为员工提供汤圆。

 ３. 振华重工员工正在写春联。

 ４. 振华重工员工学习中华传统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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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我的振华·我的梦”
重阳节人文讲座

　　2018 年重阳节来临之际，振华重工举办“我的振华·我的梦”重阳节人文讲座，邀请公司创业总裁、时年 85

岁的管彤贤分享公司的发展经历。管彤贤指出，振华重工能从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为全球知名企业，主

要原因为天人合一，即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以人才、技术、船运等优势逐步巩固企业发展，

不断为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持续贡献。

　　讲座中，管彤贤语重心长地叮嘱青年员工，要在最宝贵的青春时光里努力学习、勤于奋斗，实现企业发展和

个人成长双丰收。期间，管彤贤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并接受了公司送上的重阳节祝福。

丰富员工生活
　　振华重工配有图书室、文体

活动室等配套设施，让员工在勤

劳工作的同时快乐生活。

　　振华重工鼓励员工利用业余

时间阅读各类书籍，并为员工提

供良好的阅读条件。设置职工电

子书屋，阅读量达 113895 次。

2018 年，振华重工开展“振华

青年读书会”系列活动 10 余次，

共 500 余人进行了交流。

　　振华重工通过各类文体活动，持续丰富员工的生活。组织 35 名青年代表参观“勇立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大型主题展览，感受上海制造的匠心实力。组织徒步定向赛、“合力杯”游泳比赛、“活力杯”（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比赛、职工运动会等。组建 ZPMC ROBOTICS LAB、POWER DANCE 舞团、匠心手工社、振华跑

团等青年组织，为员工的业余特长提供展示的舞台。

员工活动剪影

1

２

３

 １. 振华重工“聚力杯”员工拔河比赛。

2 . 振华重工第三届青年论坛。

 ３. 振华重工 POWER DANCE 舞团。

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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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第四届“振华青年英语秀”

　　2018 年 10 月 10 日，第四届“振华青年英语秀”决赛于公司总部举行，从初赛中脱颖而出

的 11 位选手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

　　比赛围绕项目宣讲、评委提问、随机抽题回答三个环节，考察选手的英语表达能力、商务推

介能力、专业知识和应变能力。通过比赛，鼓励员工脚踏实地工作、开拓思维积极展现自己，不

断提升英语水平。

场桥机械优化

　　场桥是对码头上的集装箱进行转运的重要设备。目

前，世界上绝大部分港口使用场桥，在频繁的转场过程

中却产生了大量尾气排放，造成环境污染。振华重工密

切关注机械运行对环境带来的深远影响。2018 年，振

华重工对场桥的柴油机进行了优化，以变速柴油机、

LNG 燃气机组、小功率柴油机组代替原有柴油机，或采

用市电（工频交流电）代替柴油发电机组为场桥设备供电，

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2018 年振华重工成功将节能场桥在珠海国际、上

海宜东、厦门海翔、湛江国际等项目上。根据运营数据

分析，每台节能轮胎吊平均油耗仅为 0.374L/TEU，节

油率达到 60% 以上。

绿色发展
随着科技日益进步，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核心议题。振华重工非常注重绿色

产品创新，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会将环境因素郑重纳入其中。

第三节

研发绿色产品

　　振华重工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到研发、生产、交付、

运维全生命周期中，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及行业环保规

定。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创新绿色产品，与用户携手，

共同提高环保绩效。

 １. 振华重工匠心手工社插花活动。

2 . 振华重工青年“骑行挑战赛”。

 ３. 振华重工青年员工参加在青年公开课上与大家分享。

振华重工“青年英语秀”比赛。

振华重工研制的绿色场桥。

1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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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绿色能源

　　当前，在全球环境与能源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用什么来代替日渐枯竭的石油资源，已成为人们不得不思

考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逐渐走进了振华重工的视野。

落实节能减排

　　振华重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研发新型产品，节约设备能耗。与此同时，做好办公区域内的节能工作，

引导员工节约用电、用水、用纸，传递节能低碳、绿色制造的理念。2018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公司通过“交

建通”网络平台开展了 2018 年度节能减排知识竞赛，共有 1626 人参与。

聚焦

船舶改造降低燃油消耗

　　振华重工拥有世界领先的整机运输技术和规模第

一的重大件远洋甲板运输船队，但规模庞大的船队带

来了不容忽视的能耗的问题。2018 年，振华重工为

船队内的“振华 31”轮、“振华 32”轮安装岸电接

受装置，进行节能降耗尝试。部分运输轮的船壳使用

高端海工防污漆，通过减少航行阻力达到节能的目的。

定速航行时，使用高端海工防污漆的轮船平均每海里

油耗减少 20 公斤，2018 年共节省燃油约 1500 吨。

　　2018 年，部分运输轮还采用了新航线以节约能

耗。此前，振华重工运输轮航行到美东和大西洋巴拿

马附近国家港口时，需经好望角回航。新巴拿马运河

通航后，回航可以经巴拿马运河。与现有经好望角回

航的航线比较，每回航一次可以 480 吨燃油。

保护大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重工企业是碳排放减排的重点领域，生产中

使用的重防腐涂料会产生大量的化学有机挥发物

（VOCs），造成大气污染、形成 PM2.5。为了改

善重防腐涂料造成的大气污染，振华重工引进了水

性涂料技术。

　　水性涂料的 VOCs 排放量极低，环保减排效率高

达 90% 以上。同时，水性涂料无毒、无刺激性气味，

不存在任何爆炸及燃烧风险，工人可在减少相关劳动

保护的情况下进入箱体内进行长时间的涂装作业，极

大程度上减少有限空间内涂装施工造成的身体危害。

　　2018 年，振华重工在 185 台港机产品中使

用了水性环保涂料，用量高达 26.2 万公升，是

2017 年全年的 1.6 倍，VOCs 减排 20 万公斤以上。

而使用环保水性涂料的产品也随着振华装备的出

口，走进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

振华重工屋顶光伏电站项目。

振华重工光伏车棚项目。

已安装岸电装置的“振华 32”轮运载岸桥驶离振华重工长

兴分公司码头。

使 用 水 性 涂

料的产品。

太阳能资源开发

　　太阳能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光伏电站发电过程中排放较

低，发电过程亦基本无噪声污染和光污染，是理想的环境友好型

的清洁能源。

　　2018 年，振华重工投资 2 亿元人民币用于投资光伏发电项目。

10 个投资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35.86 兆瓦，年均发电量约 3439 万

度，每年所发清洁光伏电量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11003 吨，减排

碳粉尘 9352 吨，减排二氧化碳 34281 吨，减排二氧化硫 1031 吨，

减排氮氧化物 516 吨，目前已建成投产项目总体运行良好持续进

行绿色电力生产，为节能减排的环保事业不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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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污染防治

　　人类的生活与环境息息相关。作为重工制造企业，振华重工格外

重视环境保护议题，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损害担责

的原则，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加强水污染防治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振华重工依长江而建，主营港

口机械，因而密切关注所在地的水污染防治。2018 年，振华重工在

已有水污染防治设施的基础上，增建污水排口，安装废水在线监控

系统，升级污水排口隔断系统，缓解排水压力，减少污水外溢。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大气与地球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在全球变暖的议题下，振华重工持

续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做好各类减排工作。

新建、改建构件室内涂装流水线，推进油漆车间的末端治理，切实提高

涂装废气处理效率，减少排放。

 

加强其他类型污染防治
　　振华重工致力于推进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的防治。通过改装外场行车、产品的报警装置，

在符合安全警示的要求下，调低报警音量。把产生噪声大的空压机等移入房内作业，并安装隔音装

置，减少噪声排放。新建、改建危废临时存放场地，分拣分类处置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废焊渣、

废纸及钢材。

聚焦
振华重工入选国资委中央企业
节能减排报告案例专栏

　　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上海洋山第四代全自动化码头绿色环保项目，入选

2018 年国资委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发展报告的案例专栏。推进上海市经信委绿

色制造项目《智能化港口大型成套装备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建设及示范应用

项目实施方案》，对苯系物、NO2、SO2 等污染物质进行监测，开展专项研

讨会，持续推进项目实施绿色制造的控制工作，逐步打造绿色供应链。

开放发展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这片改革的热土上发生的每一次变化，

都揭示了开放发展的必然性。作为一家外向型的国有企业，振华重工致力于推进国际产能

和装备制造合作，为打造陆海内外联动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

第四节

振华重工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

　　历史总是在特殊的时间里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力

量。1978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拉开序幕。2018 年，

时间定格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成立以来，振华重工始终心系中国民族工业，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中国制造”

贡献力量。
改造的涂装流水线。

国资委中央企业节

能减排报告。

振华重工党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观看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庆典。

振华重工青年员工代表参观上海市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展览。

升级改造后的污水排口隔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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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振华足迹聚焦

饮水思源：
您好！温哥华！

　　1992 年，振华重工成立。成立之初，世界港机市

场已被德国、韩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占据，国内港口也

不敢贸然采用国产港机。困境面前，振华重工以优良的

品质和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加拿大温哥华港的橄榄枝。

第一单成功交货后，良好的口碑让各国订单纷至沓来。

　　2006 年，14 年前向振华重工订购国外第一台岸桥

项目的温哥华港用户与振华重工签订了第 1000 台岸桥

的采购合同。饮水思源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为了答谢

温哥华港，公司决定以 14 年前的价格出售第 1000 台

岸桥，这个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了 200 万美元。

速度革命：
自主研制双 40 英尺箱双小车岸桥

　　2003 年，振华重工自主研制了双 40 英尺箱，

和传统岸桥相比，双 40 英尺箱岸桥可以一次抓放

两个集装箱，效率提升一倍。双 40 英尺箱岸桥推

出后，迅速引发了全球港口设备更新换代的浪潮。 

　　随后，为适应船舶大型化时代的快速装卸要求，

振华重工在双 40 英尺箱岸桥的基础上，自主研制

了双 40 英尺箱双小车岸桥，平均生产率每小时可

达 90-100 自然箱。 

新的篇章：
ZPMC 的第 101 个足迹

　　塞浦路斯是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一个岛国，

处于地中海东部。塞浦路斯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

往来关系，极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

国家之一。2018 年 4 月 4 日，振华重工与塞浦路斯

签订了 2 台塞浦路斯 Multimarine Shipyards Ltd 公

司电动浮船坞起重机项目。该项目的签订标志着公

司产品进入全球第 101 个国家和地区。

友谊之桥：
美国旧金山 - 奥克兰海湾大桥

　　2011 年，振华重工为美国旧金山 - 奥克兰海

湾大桥建造的全部钢结构顺利交付。这些钢结构，

将筑成世界最大的单塔自锚、抗震、悬索钢结构桥

梁——美国旧金山 - 奥克兰海湾大桥。该桥的设计

难度极高，项目圆满完工时，《纽约时报》、美联社、

美国 CNN 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

电视台、凤凰卫视等 30 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为了答谢振华重工为该项目作出的杰出贡献，

美国旧金山市决定以项目总指挥李江华的名字，把

2011 年 7 月 11 日命名为旧金山市的“李江华日”。

振华重工打造的第 1 台和第 1000 台岸桥共同矗立在加拿大

温哥华港。

由振华重工提供全部钢结构的美国旧金山 - 奥克兰海湾大桥。

振华重工研制的双 40 英尺箱双小车岸桥。

振华重工正在为塞浦路斯建造港口机械设备。

超越自我：
不断打破记录的起重船

　　2005 年，在港口机械领域创下辉煌的振华重工移师入海。2006 年，

振华重工打造了亚洲最大起重量的 4000 吨起重船“华天龙号”，在打捞

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

　　2008 年，振华重工打造了当时亚洲起重能力第一的起重船——7500

吨全回转自航起重船“蓝鲸号”，打破了此前由“华天龙号”保持的纪录。

　　2016 年，由振华重工自主设计建造、目前世界起重能第一的

12000 吨全回转自航起起重船“振华 30”轮成功交付，标志着振华

重工再一次实现了自我突破。

“华天龙号”正在打捞“南海一号”古沉船。振华重工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起重
船“振华 30”轮。

“蓝鲸号”正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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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重工与“一带一路”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仅仅六年时间，共建“一带一路”

已成为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

　　对于振华重工而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深度参与其中，既是弥足

珍贵的发展机遇，也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回顾过去，振华重工的产品已累计

进入全球 10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共有 52 个。

　　 聚焦

用振华设备为比雷埃夫斯港献礼

　　比雷埃夫斯港位于希腊东南部，是希腊最大港口，也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地中海区域的重要枢纽。在振华岸桥的助力

下，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2013 年 8 月 10 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共和国发展基

金签署“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多数股权交易完成备忘录”，股份交

割及股份托管交易正式完成后，中远海运下属的中远海运（香港）

正式接管比雷埃夫斯港经营——这是中国首次接管国外的港务局。

　　2014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考察比雷埃夫斯集

装箱码头期间，与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在振华重工的岸桥下共同发

表演讲 , 并勉励振华重工继续为中国制造争光。

属地化管理 路相连还要心相通

　　斯里兰卡所在的南亚是全球最具活力的集装箱运输市场之

一。振华重工自 2007 年打开斯里兰卡港机市场以来，再也没有

其他国家的港机产品进入这个市场。振华重工坚持属地化管理育

人才，目前，振华重工斯里兰卡子公司的当地员工 130 人，中方

员工仅 5 人。对斯里兰卡来说，振华重工不是卖完产品就走了，

而是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创造属地化服务。

　　振华重工在融入“一带

一路”倡议发展中，尤其注

重软环境的建设。2016 年，

斯里兰卡子公司两名两位员

工家里遭受了水灾。斯里兰

卡子公司第一时间向两位员

工发放了慰问金。

相关方证言：我们在海外代表的是国家形象。要想长

期耕耘，必须要讲诚信，树立品牌。我们的海外团队

既是所在国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是人才培养基地，是

社会活动志愿者，还是突发事件救援队。

——振华重工员工张志勇

“振华 25 轮”运载岸桥抵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振华重工斯里兰卡子公

司员工在 ZPMC 岸桥下

合影。

1994

1995

1997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12

2015

2017

2018

新加坡   377

缅甸   22

阿曼   125
阿联酋   280

伊拉克   9

马来西亚   68
印度   343

巴基斯坦   112
黎巴嫩   69
罗马尼亚   3

沙特阿拉伯   126
泰国   85

埃及   162

孟加拉国   21
约旦   22

乌克兰   16
波兰   5
巴林   16
菲律宾   39

越南   118
斯里兰卡   133

希腊   38
印度尼西亚   14
土耳其   100

克罗地亚   12

柬埔寨   5
卡塔尔   34

以色列   9

文莱   建造中
塞浦路斯   建造中

首次进入时间              合作国家 ( 部分 )              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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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球互联的数字港口圈

　　目前，在全球港口后市场存在着堆积如山的

库存、漫长的交付周期、昂贵的成本。振华重工

聆听港口用户的需求，并根据相关方的期望，为

港口的后市场服务提供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

　　Terminexus 智能数字平台是振华重工专门

为解决港口后市场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

助力多边贸易发展

　　2018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 18 年。振华重工始终坚定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振华智慧，成为多边贸

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

聚焦
港口巨头马士基入驻
Terminexus

　　2018 年欧洲码头运营商峰会（TOC）

期间，马士基旗下的鹿特丹港 Maasvlakte

二期码头与振华重工 Terminexus 公司签

署了供应商管理库存业务合同。

　　Terminexus 平台将为 Maasvlakte 二

期码头提供一站式的备件解决方案，帮助

码头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作业效率、降低

停机风险。马士基入驻 Terminexus，意味

着振华重工的服务理念进一步获得了全球

主流码头运营商的认可。

进博会 15 亿大单助推多边贸易发展

　　2018 年 11 月 9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振华重工与瑞士 ABB 集团、德国 BUBENZER 公司、瑞

典 BROMMA 公司、美国 Phoenix 公司、瑞典 SKF 公司、德国 Igus 公司 6 家供应商累计签订了近 15 亿元人民

币的采购合同，涉及电控系统、制动器及联轴节部件、港口起重机吊具、港口起重机投光灯、轴承、拖链等商品

类别。

　　振华重工目前在册合格进口供应商有 300 多家。多年来，振华重工凭借自身的平台和品牌优势已带领国内

160 多家企业走出国门。除了“走出去”，振华重工也在加大力度“引进来”，近 5 年，振华重工进口物资年平

均采购额约 60 多亿元人民币，占总物资采购额的 60% 以上。

Terminexus
智能数字平台主营业务

新零售及 VIM

智能维保服务

设备物资贸易平台

专业咨询服务

数字化云平台

船舶补给

Terminexus 智能数字平台主营业务

振华重工 Terminexus 与马士基签约。

振华重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签约仪式。

　　2017 年 11 月 7 日的码头智能化解决方案交流论坛上，振华重工正式提出“全新备件供应链模式——

Terminexus VMI”，依托信息化、物联网，开创备件服务管理的新模式，减少码头的仓储与物流成本。依托

Terminexus 推出网上备件采购数据平台，为码头用户量身定制所有的备件数据，帮助用户简化码头备件采购流程、

提高供货效率、降低采购成本，真正为用户解决备件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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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振华重工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更是文化走出去。振华重工在进行

海外项目建设的同时，始终不忘与所在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争作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聚焦

美国优秀青少年“感知中国行”

　　2018 年，振华重工北美子公司参与赞助了由美国中国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以及洛杉矶市姐妹城市办公室组织的

美国优秀青少年“感知中国行”的活动。8 月 2 日，这些来自洛杉矶的优秀美国青年代表前往振华重工总部参观，

他们都是来自汉密尔顿高中爵士乐团的小音乐家。作为年轻的文化使者，他们把美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友好

感情带给中国人民。

　　为了答谢振华重工对“感知中国行”活动的支持，洛杉矶市政厅为振华重工颁发了荣誉证书，洛杉矶市长和

14 位议员在荣誉证书上签字。

振华重工参加首届中美质量高层峰会

　　美国当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30 日，2018 年世界质量改进大

会中美质量高层峰会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由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AQSIQ) 和美国质量学会 (ASQ) 共同举办的首届中美

质量高层峰会在今年世界质量与改进大会期间举办。振华重工受

邀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瞄准物联网发展需求 提升港机智能化制

造能力》的主题演讲，与中美两国企业界、学术界代表进行交流。

相关方证言：我非常感谢 ZPMC 可以提供这个

宝贵的参观机会，洋山全自动化码头的运作让

我感到震惊！           ——美国学生代表 Dalton

共享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振华重工愿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正是振华重工奋斗的方向。

第五节

铸造时代精品

　　在二十六年的发展历程中，振华重工一直将产品质量置于核心地位，最

终形成代表振华重工特色的质量文化。

“不欠债离岸”质量管理模式
　　“不欠债离岸”管理模式是振华重工服务方式的一次重要变革。该模式

是一种质量管理机制的转变是指在公司制造的产品发运时，不允许带着质量

隐患发货。同时，通过“债”的分解落地，明确各层级职责与义务，不让“债”

离开自己所管辖的“岸”，形成“人人参与交付、人人对其客户负责”的质

量管理机制。2016 年，“不欠债离岸”管理模式荣获中国政府质量领域最

高奖——“中国质量奖”。

“不欠债离岸”振华管

理模式荣获中国质量奖。

振华重工在中美高层质量峰会。

洛杉矶优秀青年代表在振华重工长兴基地参观。

美国洛杉矶市为振华重

工颁发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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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文化建设
　　2018 年 9 月是中国第 41 个全国“质量月”。振华重工将积极响应号召，通过微信

公众号、LED 大屏幕、张贴海报等多渠道宣传质量月活动，发布了上海振华重工质量宣

言，各单位组织升旗仪式，召开动员大会，组织签名活动，营造浓厚氛围，提升质量意识，

为实现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旗舰”奠定基础。

聚焦
振华重工质量知识竞赛

　　2018 年 9 月 17 日，振华重工举办“第一届质

量知识竞赛”，旨在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坚持做

好质量管理工作，维护好公司品牌形象。知识竞赛围

绕国家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

理知识以及公司质量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比赛形式

采用“线上答题、线下比拼”的方式。经统计，共

有 3000 余人参与线上答题，最终 28 支队伍顺利突

围，进入线下比赛环节。在考验质量理论知识的同时，

让质量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聚焦

大家眼中的“质量观”

振华重工质检人员在国旗下庄严宣誓。

质量月期间，振华重工举行质量知识竞赛。

　　碰到质量问题的时候，管理者的标准不能模

糊和误导，比如：“尽量去做好、己经够好了、

差不多”等暧昧不敢担责的语言。遇到质量问题

管理层需要立刻亲自参与，并且态度积极，这样，

员工在其影响下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和努力。

——振华重工员工 王洪涛

　　质量在哪里？质量就在我们每一

个人心中，即使每个人所处的岗位不

一样、职务不一样，但是都一样会对

质量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那就需要

我们在每件事的事前、事中、事后都

能各尽其责。 

  ——振华重工员工 孙张陈

　　质量就是公司生产的每一台起重

设备产品都达到标准，装配的每一个

部件都达到工艺生产要求，电气走的

每一根线的线号套管都准确无误，调试

的每一项功能都按照标书的安全标准。

——振华重工员工 刘洋

　　“吹毛求疵”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待自己的工作时，往往需要这种吹

毛求疵的态度——若是人人都对自己

工作环节上的一个个小疵视而不见，

小疵也会变成大问题。

——振华重工员工 徐伟勋

在你心中
质量是什么？

　　单单立足在满足标书要求、质量标准

方面只会让自己裹足不前，满足质量标准

是基础，而不设限的创新、带给客户惊喜

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所有客户都明白自己

需要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以更

高的满意度来征服他们。              

——振华重工员工  郭肖

　　设计质量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

标准化应该是提升设计质量的快车道。

设计中标准原则的制定，管理中标准制

度的落实，工作中充分发挥“标准化 +”

的效应，要用标准领跑支撑质量提升。

——振华重工员工 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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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服务体系
　　振华重工坚信，优质的服务与优质的产品同样重要。通过覆盖全面、响应迅速的客户服

务系统，振华重工随时接受用户提出的服务申请。当造成的损失较大时，可通过《质量事故

反馈单》向公司提出定责申请，同时促进相关责任部门及时改进，避免今后出现同样的损失。

振华重工客户服务流程

用户前段设备发生问题 通过 Warranty Claim 提出服务请求

判断是否符合保用范围在 CRM 系统建立服务工单

提供技术或备件服务

　　振华重工随时接受客户的监督，客户可以通过邮件、正式文件等方式，将意见或建议提

交相关负责人，也可以直接向现场人员或客服主管投诉，振华重工一直虚心倾听具有指导性

的声音。

　　2018 年，振华重工就生产并销售的港机和海工产品进行售后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并通

过主观赋权法得出 2018 年国内外整体客户满意度为 88.96%，全年未出现产品或服务的负面

报道。

国外客户满意度

98.98%

97.64%

国内客户满意度

86.9%

75.1%

产品类型

港口机械整机产品

海洋工程装备整机产品

2018 年振华重工客户满意度

关爱员工成长

　　建设什么样的企业，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人是关键因素。

振华重工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为员工搭建发展平台，与员

工共享发展成果。

保障员工身心健康
安全生产

　　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振华重

工全面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不断修订和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健全安全管理网络。振华

重工领导班子带头签署安全承诺，公司定期开展综合安全

督导检查，督促履行安全职责，开展各类安全演练及培训，

向员工宣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指导作业人员正确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开展种类繁多的文化活动，

与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 APM Terminals 合作开展五年安

全共建，共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2018 年，振华重工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

生、无职业病事故发生，有效保障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1

２

３

 １. 振华重工防台防汛应急演练。

2 . 振华重工员工创作的安全生产主

题漫画（作者：徐金鑫）。

 ３. 振华重工员工创作的安全生产主

题漫画（作者：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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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大型水上施工船舶综合应急演练

　　2018 年 6 月，振华重工举办了中交集团大型

水上施工船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项目包括船舶碰

撞、人员落水、船舶溢油、消防和密闭空间应急救

援处置，共投入十一艘船舶参与，突出应急处置过

程及指挥、报告场景，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达到了

检验预案、熟练程序、锻炼队伍、磨合机制以及观

摩学习的目的。

职业健康

　　振华重工关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确立“员工每年定期体检、特殊工种和有

害工种专项体检”制度，及时发放劳保用品和防暑降温补助，并根据各施工点的

特点配备特殊设施，全方位保护员工的安全健康。

48 次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职业健康安全绩效

　　振华重工在公司内部设有卫生所，接入医保网络，为员工提供药品及常见疾

病的初步诊治。卫生所设有慢性病防控小组，对公司慢性患者进行阶梯管理。入

组高血压患者 31 人，年末血压达标率提高到 58.06 %，另有 6.45% 的患者在年

末成功脱离极高危组及高危组，血压水平趋于平稳。入组糖尿病患者 3 人，年末

测得空腹血糖达标，均控制在 7mmol/L 以下。

1

２

３

４

１. 参加应急演练的船舶正在巡航。

2. 应急演练队伍整装待发。

3. 演练中，落水人员被安全搭救并及时送医。

４. 各单位观摩演练。

振华重工卫生所墙刊。

惠及职工 发放职业病防治资料

12505 人次 443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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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华重工严格实行《上海市禁烟条例》各项规定，严

禁在楼内吸烟。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向员工宣传吸烟对身

心健康的危害，鼓励员工少吸烟、不吸烟。

　　2018 年，振华重工持续开展各类健康讲座，内容包

括穴位埋线技术治疗疾病、三伏天养生、结核病防治知识、

颈椎病的穴位按摩、女性更年期知识等。向广大公司职工

宣传正确的专业的医疗卫生知识，提高员工的健康意识。

聚焦
企业里的“微医生”

　　目前，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上班族成为“亚健康”的高发人群。

为了提高员工的自我保健意识，改善员工的身体条件，振华重工卫

生所建立了“振华医讯”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发布各类健康小贴士

和营养配餐食谱，帮助员工健康生活。

　　“振华医讯”微信公众平台结合振华重工各类员工健康活动，

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公司献血日期间，发布“献血前注意事项”“献

血后注意事项”专题微信，指导员工正确献血，在传递爱心的同时

保障自身的健康。公司组织员工体检期间，发布“解读肝功能化验

报告”“解读尿常规报告”等专题，指导员工阅读体检报告。

舒适的办公环境

　　振华重工认为，舒

适整洁的办公环境，可

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提高工作质量，增进员

工身心健康。公司绿化

用地总面积 1 万多平方

米，构建了独特的绿化

景观。

　　振华重工建立了完善的内部卫生管理制度，加强公司无烟

环境建设。在办公大楼人流量密集处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

向员工宣传垃圾分类理念，共同维护办公环境整洁。

振华重工夏季养生讲座。

讲座中，医生为员工示范养生按摩小技巧。

“振华医讯”公众号。

振华重工办公楼前的绿色景观。

振华重工通过海报向员工宣贯垃圾分类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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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共同成长
　　企业的成长，归根结底是人的成长。振华重工致力于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搭建各类成长平台，让员

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公平雇佣与公正管理

　　振华重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制定员工招聘制度，人才招聘工作以公开、公正、竞争、择

优为原则，坚决杜绝针对国籍、性别、年龄、种族、宗教、孕残的歧视行为，平等对待全体员工；禁止招用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加强属地员工招聘，有效缓解当地失业率，改善当地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双赢。振华重工平

等对待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工，坚决执行国家有关劳务派遣的新政策，按照岗位序列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  

完善的薪酬与福利

　　振华重工拥有完善分配激励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员工绩效与员工岗位职责、价值贡献全面挂钩的薪酬

激励机制，建立与市场接轨的分配模式。每年与工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约定最低工资标准。2018 年执行最

低工资标准人数为 0，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100%。

　　振华重工为员工提供完善的福利，覆盖公司的每位员工。

　　振华重工尊重各地员工尤其是少数民族员工的饮食习惯，每年对回族员工开斋节给予带薪放假。为了让外籍

员工安心工作，振华重工专门为外籍员工参加社会或商业保险的规定，保障外籍员工的合法权益，有效吸引和激

励外籍人才。

综合管理、经营管理、经济管理

专业技术管理及一线技能提升

培养员工成长成才

　　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振华重工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广泛吸纳各领域的优秀人才。通过

不断创新员工培训模式和机制，提供不同的岗位晋升序列及职业发展通道，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聚焦

振华重工企业标准化工程师培训 

　　为培养标准化复合型人才，振华重工于 2018

年 10 月组织了公司内部“企业标准化工程师”培训，

主要内容不仅涉及数字化浪潮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

标准化法律法规 , 采用国际标准 , 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程序，还包括企业标准体

系、标准编写方法和企业标准制定程序、产品实现

过程中的标准化、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和数据标准

化等。共计 138 人参加并全部通过考试，获得“企

业标准化工程师”证书。

振华重工标准化工程师培训。

振华重工员工培训绩效

893 万

投入教育培训费用 受教育人次组织实施各类培训 培训内容

702 项 62367 人次

振华重工员工福利体系

社会保险 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 员工体检

生日礼物 交通补贴免费午餐 通讯费补贴 带薪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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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文关怀

　　“服务员工在基层”是振华重工的品牌服务活动。2018 年，振华重工投入 82

万余元为公司职工办理参保上海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投入 51 万元为公司总

部职工发放生日蛋糕，投入 29 万余元为总部职工发放电影票，投入 29 万余元探望

慰问在职和退休职工 266 人，投入 17 余万元慰问献血职工。

聚焦

送清凉、送安全、送文化

　　振华重工是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因工作性质特殊，每年 7、8 月高温时期，

仍有大量员工在室外工作。为了表达对员工的关怀，振华重工开展了开展“送清

凉、送安全、送文化”系列活动。公司及所属各分工会共筹集高温慰问资金及实物

129.3 万元，慰问项目和工地 67 家，惠及职工 21242 人次，其中农民工 6503 人次；

建立清凉驿站（服务点）41 个，督促发放高温津贴 409.8 万元。

聚焦

员工阖家美满是 ZPMC 的最大心愿

　　作为国际化的重型装备制造商，振华重工员工面临着长期出差在外、不能兼顾家庭的情况。振华重工感恩员

工的付出，通过系列亲子活动，为员工及家属送去关怀。

　　每年暑假，振华重工都会开设爱心暑托班，为忙碌的员工照顾子女，为小朋友们的暑假留下美好的回忆。

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分发高温慰问品。

1

２

３
 １. 小朋友们在振华爱心暑托班上学习书法。

2 . 振华爱心暑托班为孩子们辅导课业。

 ３. 小朋友们制作的树叶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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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18 年“六一”儿童节期间，振

华重工组织了系列亲子活动，为忙

于工作的职工搭建亲子交流平台。

　　“快乐共成长，亲子总动员”活

动教小朋友们如何制做 pizza，在

品尝自己做出的美味的同时，也知

道了粮食的珍贵，体会到家长做饭

的辛苦。

　　“爸爸没出差”是振华重工的电气工程师们自发组织的亲子 CLUB。振

华重工的电气工程师们常年出差在外，亲子 CLUB 活动可以帮助员工进

一步提升家庭幸福感，让稳定的家庭成为员工的坚实后盾。

　　“陆上有你，快乐前行”活动组织

公司 41 户家庭，约 120 人参加前往

上海动物园游览。同时，公司还为小

朋友们送上了“六一”礼盒。

正在制作 pizza 的家长和小朋友们。

振华重工员工与家人参加“陆上有你 快乐前行”主题亲子活动。

振华重工员工子女在“爸爸没出差”亲子活动中制作手工

陶器。

振华重工员工及子女在“爸爸没出差”亲子活动中参加挑战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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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女性员工

　　振华重工倡导男女平等，在为女性员工提供平等的工作机会及晋升渠

道，鼓励女性员工在岗位创造价值，实现事业理想。2018 年，振华重工授予

10 位女职工“2017 年度公司三八红旗手”称号；公司多名员工荣获 2017-

2018 年度“上海市建设交通系统三八红旗集体”“三八红旗手”称号，南通

经济开发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社会好妈妈”等荣誉称号。

　　振华重工积签署女职工专项保护合同，极保障女性员工权益。投入专项

资金开展“三八”系列活动，组织女性健康讲座；不断完善公司爱心妈咪小

屋建设，为哺乳期女职工缓解后顾之忧。

聚焦

感谢您，振华重工的“半边天”

　　2018 年 3 月妇女节期间，振华重工及所属单位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公司的女性员工送上节日祝福，感谢他们为公司的付出。

　　3 月 7 日，振华重工工会举办苔藓微景观手工 DIY 活动，近 60 位女

职工参加活动。

　　3 月 8 日中午，来自振

华重工长兴分公司的女职工

代表 30 多人乘车前往古镇朱

家角踏春。

2018 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振华重工对 2017 年优秀女性员工进行表彰。

振华重工为孕期及哺乳期女员工打造的爱心妈咪小屋。

振华重工女员工正在

制作手工盆栽。

振华重工长兴分公司女员工前往朱家角古镇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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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女性健康知识讲座

　　2018 年 9 月 26 日，振华重工组织了女性

健康知识讲座。讲座上受邀医生主要介绍了不

同的避孕方式和节育知识，还介绍了女性更年

期知识，如何让晚年更优雅更健康。讲座生动，

内容丰富，切实提高了现场职工对女性健康卫

生的认识。

　　此外，还有许多

单位举办了座谈会，

集中观影，瑜伽、化

妆公益课等活动，为

女员工送上节日祝福。

构建社会和谐

　　负责任的企业不仅仅需要创造效益，更需要为社会创造和谐。振华重工愿将自身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大进程中，

为创造和谐社会贡献振华力量。

打造“上海制造”品牌
　　品牌不仅是企业的形象，也是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一座城市的响亮名片。作为全球知

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振华重工积极响应“上海制造”品牌创建，通过抓牢关键核心技术、高端产业集群、过

硬质量品质三个环节，为“上海制造”品牌贡献振华力量。

聚焦

0001 号！振华重工荣获“上海品牌”认证

　　2018 年 6 月，“上海品牌”认证信息发布会暨世界认可日宣传活

启动仪式在上海锦江小礼堂隆重举行。大会正式发布首批 53 家上海企

业获得“上海品牌”认证企业，振华重工荣获 0001 号证书。

　　“上海品牌”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质量提

升工作的具体要求，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

海文化”四大品牌以及“上海标准”的重大举措。振华重工于 2017 年

8 月正式申请首批“上海品牌”认证试点企业，2018 年与老凤祥、红双

喜、光明乳业、上海机场等 53 家企业成为首批通过认证企业，获得“上

海品牌”证书。

振华重工为女员工开设的瑜伽课程。

振华重工女性健康知识讲座。

振华重工在“上海品牌”认证首批企业颁证仪式。

“上海品牌”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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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产业服务民生
　　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振华重工将制造业和民生产业相结合，构

建智慧社区产业生态体系，全面服务国家大民生，力争成为新时代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

促进当地发展
　　任何企业不论大小，都

能通过创造就业，减少贫困，

并不断催生具有创业精神的

环境，从而为社区、机构带

来长远利益，促进经济与社

会发展。

振华重工民生业务板块

　　搭建智慧社区云平台，通过物联网、传感网和互联网等技术将六大业务板块系统的整合

和集成，为社区提供标准化接口、数据整合和分析 , 同时为社区公共服务以及社区应用服务

提供数据支持及应用承载能力，为社区家庭、运营企业、政府机构、第三方服务上、物业提

供高效、可视、可管理的各项社区服务。

开展公益活动

　　振华重工心系公益事业，组建了 17 个志愿者服

务队，招募 680 名志愿者，实际注册志愿者 110 名。

振华重工积极开展“学雷锋月”志愿服务活动，鼓

励青年志愿者走入社区、敬老院等，为社会公益事

业奉献力量。

1

２

３

 １. 植树节期间，振华重工员工组织参加植树活动。

2 . 振华重工青年志愿者走进南码头社区敬老院。

 ３. 2018 年 8 月 29 日“振华重工无偿献血日”期间，组

织员工进行无偿献血。
振华重工智慧社区系统。

安防监控

立体停车架

加装电梯 智能设备管理

居家养老综合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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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振华重工品牌公益活动

振华重工与鲁冰花舍

　　“鲁冰花舍”是为患有先天疾病的中国孤残儿童 ( 年龄为 0-14 周岁 ) 搭建的公益平台。从 2014 年起，振华

重工开始关注“鲁冰花舍”，每年定期并前往医院看护住院儿童、组织义卖等活动筹集善款，为这些“折翼天使”

们建造温暖的家。3 月 26 日，振华重工团委一行前往鲁冰花舍看望孩子们，并将爱心义卖活动所筹集的万余元善

款交予负责人。

感恩有你 助学筑梦

　　“感恩有你 助学筑梦”是振华重工继“鲁冰花舍”

之后打造的又一品牌公益活动。2018 年，振华重工筹建

“振华重工助学筑梦基金”59653.66 元，用于向云南怒

江兰坪县兔峨乡两所小学捐助电脑 4 台、学生床上用品

110 套、书包及文具 110 套，向福贡县马吉乡马吉米村

所有建档贫困生捐赠词典和暖冬礼物保温杯各 80 余套，

向 19 名新入校贫困生捐赠了开学礼。另组织向甘肃陇南

西和县和云南丽江宁蒗县两所小学、云南怒江福贡县一

线扶贫工作者捐赠全新衣服 900 余套。

南码头社区的“朗读者”

　　2018 年 11 月，振华重工团委与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联合举办了“忆初心 • 再扬帆”——“振

华杯”2018 年南码头社区朗读者比赛。振华重工顾闻瑾、黄于笑作为振华重工青年代表入围。她

们围绕“初心”主题，分享自己坚持的梦想、讲述奋斗的经历、感悟坚守初心的收获，并自选一段

经典文学作品朗读。

　　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生活能不能变得

更好，我想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

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

——振华重工员工顾闻瑾

　　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对每一位党务工作者也能受到些许启发，让我

们恪守初心，奋发向前，争做螺丝钉，用自己微薄

的力量为公司的前进增添力量。

——振华重工员工黄于笑

与南码头社区街道共建

　　在振华重工的发展历程中，振华重工与周边社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振华重工团委委员兼任南码头街道团工

委委员，参与街道团工委日常团建工作。通过“五四青年表彰”“朗读者”“双结对”等共建活动，不断加深双

方友谊；2018 年，振华重工帮扶南码头社区一名困难青少年学生，关心并提供慰问品和学业辅导。

振华重工与南码头路街道社区共同举办“振华杯”朗读者

活动。

振华重工向鲁冰花舍患病儿童捐赠善款。

振华重工与云南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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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媒体看振华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社会媒体是我们重要的相关方，

在公司的发展之路上，媒体既是我们沟通世界的窗口，也是我

们认识自身的一双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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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洋山项目团队登上
《人民日报》

　　2018 年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刊登《用

青春书写智能码头奇迹——记振华重工洋山港项

目团队》。文章对书写“全球最大的单体全自动

化码头”“全球综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奇

迹的青年员工进行深度报道，展现了他们爱岗敬

业、坚持坚守的精神。

纸媒
剪影

9 要闻2018年 6月 12日 星期二

提 起 码 头 ，人 们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船 来 车

往、人声喧嚣、钢铁洪流。

然 而 ，全 世 界 最 大 的 单 体 全 自 动 化 码

头——洋山港四期码头却在繁忙中保持着

别样的“安静”：大吊车将轮船上的集装箱吊

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在 AGV 导引车上，从容

不迫；AGV 载着庞大的集装箱驶向堆场，井

然有序……“任劳任怨”的自动化设备，让码

头工人坐进了办公室。

“做过洋山港智能码头，
全球码头都能做了”

“虽然开港了，但这只是开始，设备还

将增加，系统仍然需要扩容。”振华重工总

部，王岩正忙着规划新设备加入后的系统

验证。

洋山港四期智能码头有两个重要系统，

一 是 指 挥 调 度 系 统（TOS），被 称 为 码 头 的

“大脑”；二是设备控制系统（ECS），被称为

码头的“心脏”。而王岩就是码头“心脏”的

负责人。

“智能码头由两大块组成，一是硬件系

统，一是软件系统。软件起到控制设备的作

用 ，需 要 开 发 程 序 ，以 达 到 控 制 设 备 的 目

标 。”说 起 整 个 设 备 控 制 系 统 ，王 岩 如 数

家珍。

洋山港四期码头 2017 年开港投入的设

备有 10 台岸桥（大吊车），30 台轨道吊，自动

化导引车 50 台。以后要逐步增加设备，仅

AGV 导引车就要达到 130 台。设备越多设

计 越 复 杂 。 10 台 岸 桥 ，就 有 10 条 作 业 线

路。从船边到堆场，吊车与 AGV 导引车如

何对接，导引车如何各行其道，如何到达堆

场，并与轨道吊衔接……这些过程必须通过

计算来实现，而且必须是无缝对接。“车越

多，越拥挤，要把最复杂的情况规划好，算法

要不断优化。”

最大的困难，在于周期短。这样的大工

程，无论如何也要几年才能完成，可是，振华

的工程部分从设备制造、软件开发、集成测

试，到正式开港，一共才两年多时间，这是巨

大的挑战。岸桥、轨道吊、导引车有生产周

期，在这些设备没有到现场的情况下，就得

拿出系统方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仿真

的情况下完成测试的。”王岩说。

日晒雨淋，风吹雨打，各种环境都得实地

测试。振华软件团队先后组织了 3 次封闭开

发，每次都在一个月以上，还得与上港调度系

统对接测试。其间，20 多个调试工程师在洋

山港四期码头上摸爬滚打，个个晒得黝黑。

AGV 导引车是自动化码头搬运主力，它

没有人驾驶，完全靠软件系统控制走向。为

了确保万无一失，先期测试要模拟可能出现

的任何情况。工程师在前期的调试过程中，

为了验证 AGV 的运行轨迹，需要经常跟着

AGV 导引车走。段小明就是其中的一名工

程师，两年下来，他在这个码头上留下的足

迹难以计数。

王岩团队虽然年轻，做过的码头已有很

多。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自动化改造和内

地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厦门远海码头的软件

控制系统都是由王岩团队研发调试的，他们

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技术与方案。王岩

自信地说，“做过洋山港智能码头，全球码头

都能做了。”

“坚持多年研发不止，终
于有了今天的车型”

来到洋山港四期码头，给人印象最深的

就是 AGV 导引车。无论何种天气，何种温度，

它都在不停地工作，从海边到堆场，24 小时循

环往复。因为它，码头工人坐进了办公室。

这个导引车由振华重工研制，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这已是我们的第三代导引车。振

华坚持多年研发不止，终于有了今天的车型，而

且实现了国产化。”振华智慧产业集团副总经

理、AGV硬件车辆及控制项目负责人江华说。

振华最初转型做自动化码头时，国外已

经有类似的导引车了。“但是，我们根本无法

获得相关资料，只好自己研发。”江华谈道，

“单单这辆车的电池就有两个创新。国外的

导引车采用的是传统电池，而我们的电池采

用了锂电池，而且实现了电池包的恒温。”

这 个 电 池 包 很 大 ，车 辆 的 自 重 达 31.5
吨，其中仅电池包就有 5.5 吨，一个电池包相

当于 3 辆小轿车的重量。码头运输繁忙，不

可能长时间给电池充电，振华又作出了一个

创举：自动更换电池，这成为第二个创新。

电池太重，人工更换太慢，为提高效率，

必须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振华采用了机器

人的机械臂（货叉）操作的设计，但是，这种

机械臂国内没有现成的。如果进口，价格昂

贵，因此，振华又一次立足自主研发。自主

研发获得了成功，导引车自动行驶到换电

站，从取下电池，到换上电池，只需要短短 6
分钟。换电技术，也成为了振华自动码头的

一大亮点。

“我们还在设想，如何让电池轻下来，让

更换电池的时间减少，这样，可以让港口码

头减少电池购买量，从而降低码头建设成

本。”江华说。

振华又创造了“机会充电”。这种新的

充电方式已开始试用：导引车载着集装箱进

入堆场时，轨道吊移步到导引车上，并放下

起重吊钩，时长是一分钟，就这一分钟，导引

车就可以充电。充电一分钟，可以保证导引

车跑一个来回。每个来回都充一分钟电，不

仅可以延长电池寿命，也可以大大减少更换

电池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将来还可以把电

池做小，将自重降低，从而降低设备成本。

“能参与洋山港建设，是
一生的光荣”

虽然洋山港四期码头开港了，但是振华

团队没有收工，而是负责自动化设备的维护，

并将进行系统新设备的调试。“未来的几年，我

们将一直与码头相伴，现在还有 45 名青年在

现场。”洋山项目青年突击队队长忻程龙说。

过去的两年多时间，振华前前后后有几

百名技术人员参与了四期码头的自动化系

统建设。洋山港四期项目大，周期长，历时

将达 5 年。为了将年轻人凝聚起来，振华组

建 了 青 年 突 击 队 ，推 出 了“ 夜 总 会 ”“ 大 讲

堂”，将大家的闲暇时间组织起来。

“夜总会”是业务会，每天晚饭后召开，

梳理一天的进展，归纳新情况、新问题；“大

讲堂”是知识讲座，每周三举行，每次请一个

专业人士讲解，涉及运营、技术等。

在 洋 山 港 ，青 年 突 击 队 没 有 具 体 的 名

单，但是，所有参与的青年都是其中一员。

“洋山港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全球最高，能参

与洋山港建设，是一生的光荣！”大家的自豪

感越来越强。

因为无数参与者的努力，振华自动化智能

码头开始享誉世界。振华重工的青年才俊们，

将走出国门，用青春为世界书写智能码头

奇迹。

图①：俯瞰壮观的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图②：工人在室外对AGV小车进行调试。

资料照片

用青春书写智能码头奇迹
—记振华重工洋山港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谢卫群

■倾听·创新在路上R

6 月，洋山港四期码头
车流不息，作业繁忙，却不
见一人。自开港以来，码
头平均每天作业船舶 6—7
艘，运行平稳高效。

“全球最大的单体全
自动化码头”“全球综合自
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是
洋山港四期码头的闪亮标
签。而书写这一奇迹的，
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三十
来岁的年轻人。

本报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姚雪青）近

日，一起典型的民商事案件在江苏省泰州市

海陵区法院审理。当地部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受邀观摩庭审、进行监督。和以往不同

的是，现在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

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实时进行远程观摩，不

需要再到海陵法院庭审现场旁听了。

这是江苏法院庭审直播的一个缩影。截

至今年 5 月底，江苏法院共在中国庭审直播

网上直播案件 282526 场，占全国直播总数的

29.1%，直播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在全国庭审

直播数量前 20 名的基层法院中，有 15 家法院

为江苏地区的基层法院，其中泰州兴化市人

民法院直播数量总计 4985 件。

“庭审直播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审

判的知情权、监督权，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帮助法官排除内

外干扰，依法审慎地行使审判权、依法规范地

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裁判的公正性。”江苏

省高院审管办主任刘坤介绍，江苏法院庭审

直播工作从 2011 年起步，首先在全省有条件

的法院实现庭审过程互联网同步直播，后逐

步向全省各级法院推开。2012 年建成“江苏

法院庭审直播网”，实现全省法院庭审直播

“统一播出、统一回放、统一管理”，此后，通过

信息技术不断升级，全面覆盖手机移动终端

观看，并在省内各法院逐步推广。2016 年，

江苏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 123 家法院全

部接入中国庭审公开网。

今年 3 月下旬，江苏省高院下发了《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开展庭审网络直播

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以直播为

原则、不直播为例外”，全面推进庭审直播，实

现所有案件、所有法官、所有法庭全覆盖。

那么，“例外情况”有哪些呢？《通知》也做

了明确规定，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以及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

子女抚养、监护等 5 类不宜扩大受众范围的公开审理案件，不进

行庭审网络直播。

实践表明，网上庭审直播的普及不断推动案件审理过程的

公开化、透明化，提高了案件的服判息诉率，减少了纠纷处理时

间。在“全国庭审直播优秀法院”淮安中院，全部法庭都安装了

庭审直播设施。该院民一庭书记员宋诚坦言，庭审直播不仅规

范了法官、书记员、法警等司法人员的庭审行为，进一步促进了

庭审规范化、提升了司法形象，同时，也规范了当事人的庭审行

为，有效预防了“庭闹”等行为发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吸引更多公众收看和互动，各地

法院会定期组织学校、公务员、行业部门集中收看有关青少年犯

罪、职务犯罪、合同纠纷类案件等的庭审直播。类似的“法治公

开课”成为“谁执法谁普法”的生动方式，起到了以案释法和警示

教育作用。下一步，江苏法院将增加庭审直播互动环节和互动

方式，以提高庭审直播的社会知晓度。

刘坤介绍，江苏高院已将庭审直播工作纳入对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综合考评，各级法院将直播情况作为审判业务部门、法官

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纳入院纪检监察部门审务督察、巡察范

围。今年 7 月 1 日以后，江苏高院评选的优秀庭审必须是庭审直

播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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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读者借阅图书，河北省张家口市宣

化区日前引进了 30 多台“信用智能借书机”，安

置在市民服务中心、图书馆、部分社区等公共场

所，每台机器内放置图书 200 册，读者可通过扫

描二维码免费借阅图书。

图为 6 月 11 日，读者在张家口市宣化区行

政 办 公 中 心“ 信 用 智 能 借 书 机 ”前 挑 选 借 阅

图书。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智能借书
本报梅州 6 月 11 日电 （记者常钦）6 月 10 日—11 日，由中

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主办的全国老区宣传

工作会议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老区既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也

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中国老促会会长王健在会上说，改革开放

40 年，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 GDP 增长幅度最大的 10
个省份，都是老区大省。

王健介绍，目前，井冈山、兰考率先脱贫，全国首批脱贫摘帽

的 28 个贫困县中，有 12 个是老区县。老促会成为促进老区建设

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目前，全国还有 345
个老区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不少老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投

入高、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据了解，下一步，老促会将以讲好老区革命故事、讲好老区脱

贫攻坚和振兴发展故事、讲好老促会故事为重点，为弘扬老区精

神、助力脱贫攻坚做出新贡献。

老促会弘扬老区精神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福州 6月 11日电 （记者何璐）记者日前从福建省人社

厅获悉：从 2015 年至今，福建每年遴选一批技术水平高、创新能

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互联网经济优秀人才创业项目，按重点项

目、优秀项目、入选项目三类，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

元的创业资金支持。3 年来，共安排扶持资金 5810 万元，对 120
个互联网经济优秀创业人才（团队）和项目予以资金扶持。

近日，福建省人社厅公布 2017 年互联网经济优秀人才创业

启动支持对象名单，确定高钦泉等 50 人（团队）及其项目为支持

对 象 ，并 按 规 定 给 予 创 业 资 金 支 持 。 据 悉 ，此 次 申 报 人 数 由

2015 年的 80 人、2016 年的 99 人上升到 2017 年的 179 人，同比增

长 80%；支持资金总数由 2015 年的 1730 万元、2016 年的 1980 万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100 万元。

福建扶持互联网经济人才创新创业
三年安排扶持资金 5810 万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杨昊）全国工商联 11 日召

开“工商联系统援藏援疆电视电话动员会”，部署“精准扶贫

西藏行”和“光彩事业南疆行”工作任务，助力西藏地区和新

疆南疆四地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

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云龙指出，组织民营企业参与援藏援疆，是工商联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各级工商联要通过“万企帮万村”行动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

和平台，将民营企业的帮扶力量引入深度贫困地区。各对口

支援省市工商联要将援藏援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

工作机制，细化量化目标任务，抓好工作督促落实。要在做

好项目推介和精准对接基础上，着力加强对项目落地的跟踪

服务。要注重宣传表彰，激发和带动民营企业参与援藏援疆

的热情，传递民营企业正能量。

全国工商联召开电视电话动员会
助力西藏新疆打赢脱贫攻坚战

②

①

本报合肥 6月 11日电 （记者孙振）安徽省与上海市、江苏

省和浙江省近日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

协议》，明确将按“规划明确、需求对接、就近接入、先易后难”的

总体原则，根据地区经济发展、交通需求、路网规划和前期方案

成熟度，共同全面推进省际对接道路各项工作。优先确保高速

公路、国道骨干路网建设项目的全面连通，重点实施在省界处未

连通的断头道路以及现已连通但省界处存在瓶颈的道路。

根据协议安排，三省一市将分批制定项目计划。第一批优先

安排双方对接意愿强烈、规划方案一致、建设规划明确、交通作用

明显且对路网完善有积极作用的项目。后续将结合省界处重点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同协商，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和项目储

备，落实项目规划、建设计划，滚动推进建设，实现省际断头路全面

对接。三省一市约定，共同推进前期审批工作，细化工程施工配

合。同时还将加强后期养护管理，确保省际道路“畅、安、舒、美”。

三省一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长三角地区将合力打通省际交通瓶颈

精彩
瞬间

ZPMC 建造的世界最大风电施工平台霸屏各大媒体

　　2018 年 5 月 18 日，由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风电施工平台“龙源振

华叁号”在南通举行交船仪式。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一轮密集报道。

　　央视《新闻联播》在轮播快讯中，向大众介绍了“龙源振华叁号”：“由我

国自主研发的 2000 吨风电施工平台……实现了大型风电安装平台国产化，该平台

可以在水深 50 米的海域作业，较以往节约 20% 以上的施工成本。”

为提升 ZPMC 的品牌效益，振华重工结合“一带一路”“高端制造”等热点专题，

持续推动“ZPMC”品牌在主流媒体上的宣传。2018 年，振华重工登曾先后 8 次登上中

央电视台，参与央视《机智过人》《最野假期》等节目录制。《人民日报》刊登关于振华

重工新闻 3 次。

振华重工码头智能化解决方
案登上《环球日报》

　　2018 年 11 月 12 日，振华重工码头智

能化解决方案论坛刚刚落下帷幕。《环球

时报》英文版发布了题为《Coming of the 

Smart Port  Era》的文章。11 月 13 日，《环

球时报》中文版紧随其后，刊登了题为《中

企自动化设备“武装”泰国码头》的文章，

对振华重工提供码头智能化一站式解决方案

的能力进行了深度分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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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of the smart port era

 Industry-leading ZPMC harbors intelligent solutions, strong competition

Page Editor:
huangge@
globaltimes.com.cn

 A view of the automated 
Laew Chabang Port in 
Thailand on Thursday
Photo: Shen Weiduo/ GT

By Shen Weiduo and Fan Lingzhi 
in Bangkok

At the autonomous container 
yard of the Laem Chabang 
Port, an unmanned crane is ac-

curately stretching out to a container 
carried by a truck and putting it beside 
the many containers already piled at 
the yard block.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daily scenar-
ios in the Laem Chabang Port, which 
is located 130 kilometers to the south 
of Bangkok and also the largest port in 
Thailand, supported by the autono-
mous system developed by Chinese 
State-owned 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 Co (ZPMC).

With the new smart system, all Ter-
minal D quay and yard cranes at the 
port can be operated by the advanced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Jiang Hao,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of the R&D center at ZPMC,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 
that the port is also the world’s first 
fully automated yard block of ZPMC, 
which utilizes the automated rubber 
tired gantry (ARTG) for automated 
operation in the yard. 

“Currently, prompted by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autonomous driving, port opera-
tors around the world are ramping up 
efforts to catch up with the coming 
smart era,” Zhang Jian, vice president 
of ZPMC, told a port industry forum 
held in Bangkok on Thursday.

While Zhang caution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s more urgent now 
with the growing anti-globalization 
elements in the global market, which 
have brought some negative im-
pacts to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port 
industry.

“The golden era that has witnessed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port 
industry has already gone; global ports 

operators are facing critical situations 
in making profits. Against this back-
drop,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have become the consensus and a 
necessary move for ports all over the 
world,” Zhang noted.

Smart transformation
Amid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mart transformation, ZPMC, the 
world’s largest port machinery maker 
in terms of market share, has been 
stepping up efforts to develop and 
testing new smart solutions for port 
operators around world, in a bid to 
gain an earlier foothold in this trend. 

Apart from the latest smart port 
solutions used in the Laem Cha-
bang Port, ZPMC also launched its 
intelligent container truck system on 
Wednesday, which could achieve a full 
automation of inner container trucks.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ports could greatly cut the number of 
workers needed at the site, thus the 
cost for that port might be reduced,” 
Hu Zhongwang, straddle carrier R&D 
manager of ZPMC’s port machin-
ery group,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Wednesday, adding that a truck 
driver’s annual salary in Europe could 
reach as much as 1 million yuan 
($143,740).

Wang Zhiqiang, manager of the 
production dispatching department of 
Jingtang Port, said that the automated 
terminal could also reduce work safety 
risks for drivers and increase handling 
efficiency.

“When manually driven trucks 

work in terminals, drivers will en-
counter many hazards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cranes in a noisy 
environment. And truck drivers need 
to work during the night under high 
intensity, which can cause problems 
such as fatigue and the lack of concen-
tration. These issues als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incidents,” Wang said.

ZPMC strength
Industry players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 that ZPMC has 
an advantage in leading the coming 
smart port era, but also faces strong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phase 4 of the Shanghai 
Yangshan Deep Water Port, supported 
by ZPMC’s smart solution system, is 
now the world’s biggest automated 
container terminal, and the phase 4 
was put into operation in December 
2017.

 “The biggest advantage ZPMC 
has is its absolute leadership in the 
cra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creating a quite complete smart port 
solution,” an industry insider, also a 
customer of ZPMC,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 The person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since he is not 
allowed to speak to the media.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website, ZPMC’s quayside container 
cranes and rubber-tired gantry cranes 
have a 70 percent world market share, 
and has remained to be the largest 
port machinery makers for 11 con-
secutive years.

“With the company’s overwhelm-

ing share, people would prefer to 
adopt ZPMC’s smart port solutions, 
especially when building a new port, 
since they will consider buying port 
equipment from ZPMC anyway,” the 
insider explained, but mentioned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ports, ZPMC might face 
challenges from its counterparts. 

One strong competitor is Finnish 
company Konecranes, a smart port 
solutions provider, which introduc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its ARTG 
system on October 31. Konecranes was 
the first company to develop an ARTG 
system on a wide commercial scale, 
according to a company statement.

Angelo de Jong,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ased Abu Dhabi Terminals, who has 
cooperated with ZPMC since 2004,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 
that his company signed an equip-
ment purchasing contract with ZPMC 
recently for port expansion projects. 

However, for the detailed plans on 
upgrading the port, he can’t make a 
final decision in the short run. “I’m 
now comparing solutions provided 
by ZPMC and other companies,” he 
said, adding that ZPMC has a price 
advantage.

Despite a fierce competition, Zhu 
Lianyu, chairman of ZPMC, stre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s 
of constructing smart ports.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port terminals and establish an inter-
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technology 
of port equipment,” Zhu said at the 
forum.

In the future, it is even possible 
that an operator could just stay in one 
country, while controlling different 
ports remotely across the world, said 
Wang Chen, a market specialist of 
ZPMC electric group.  

Amid a slowing port industry due to the growing anti-globalization fa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lobal port operators are ramping up efforts 
to promote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which could address some problems 
traditional ports are facing now. Shanghai Zhenhua Heavy Industries Co 
(ZPMC),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port machinery, is struggling 
to provide different smart solutions to its customers, in a bid to gain a 
stronger foothold in the coming smart por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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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操作3台机器，误差不超过3.5厘米

俄罗斯推进“无美元”外贸结算

法国媒体12日报道称，今年夏秋季节的干旱天气令法国大部分农田
歉收，预计损失达3亿欧元。图为法国农民在干旱的马铃薯田里劳作。

韩企提议制定“韩国制造2025”

本报赴泰国特派记者 范凌志

印度三年要建20座“智慧城市”

在空无一人的码头集装箱堆场，将货
柜以误差小于 3.5厘米的精度抓起

并放入指定堆位，这一系列高难度动
作，都由控制室里小小操作台完成，而
这个操作台甚至无需工人全程值守。8
日，《环球时报》 记者在振华重工提供
自动化设备的泰国第一大港蓝菜帮港的
Terminal D码头见证了这极富未来感的
工作场景。振华重工董事长朱连宇表
示，港口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是对外
开放程度最直观的反映，振华重工将积
极推动全球港口的升级换代，坚定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游戏级控制”实现货柜自
动入位

从泰国的旅游胜地芭堤雅沿海岸线
向北25公里，就到了位于春武里府的蓝
菜帮港，这里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据了解，蓝菜帮码头 Termi⁃
nal D是振华重工在泰国境内第一个采
用远程操控岸桥及自动化轮胎吊的全新
码头，预计 2024 年全部建成后将达到
350万台标准箱的年吞吐量。

进入码头区域，明显感觉这里的工
作人员非常少，站在控制塔台落地玻璃
前，视野豁然开朗，跨度 1.7公里的蓝
菜帮码头Terminal D尽收眼底。码头运
行有条不紊，控制中枢的设备仅仅是两
个“游戏摇杆”配上几块显示屏幕，仿
佛电子游戏的操作平台。

振华重工电气集团市场专员王琛向
记者介绍，从货柜从船舶卸下，到集装
箱卡车找到堆场位置，再到轮胎吊将货
柜抓起精准入位，都通过内部无线通讯
和车身感应器等一双双“眼睛”来自动
引导，而工作人员可以在操作台上观察

场内情况，并进行轻微介入。
程序如此智能化，那全自动精准入

位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才需要人工介入？
振华重工电气集团技术研发中心总经理
助理江灏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首
先，集装箱卡车停在堆位旁，轮胎吊会
自动下降到距地面约 6米的安全高度，
这时需要人工操作将货柜抓牢再闭锁，
然后把货柜拎起来到大概 6 米高的位
置，在操作台按下释放指令，后面的程
序就会令货柜全自动精准入位，误差小
于 3.5 厘米。“全自动化码头非常省人
工，本来一个操作台就需要一个人，现
在三台机器才需要一个人，甚至一个人
控制五六台都可以。”

江灏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
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采用自动化轮胎吊的
项目：“跟轨道吊相比，轮胎吊成本较
低、转场更灵活。”

因地制宜
解决码头基建
方案

在振华重工 7
日 在 曼 谷 举 行 的

“2018 码头智能化
解 决 方 案 交 流 论
坛”上，振华重工
首次发布全新一代
的自主驾驶无人跨
运车、智能集卡系
统解决方案及无人
机巡检系统。

《环 球 时 报》
记者注意到，此次
参会的 200 余名来
自全球80余家码头

的运营商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总部
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码头
首席技术官Angelo告诉《环球时报》记
者，他的公司上周刚与振华重工签署一
项设备采购合同用于港口扩建项目。对
于升级港口的详细计划，他表示“我现
在正在比较振华重工和其他公司提供的
解决方案。”

目前，振华重工海外布局已经扩展
到 101个国家，而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和成本预期并不相同。振华重工跨运车

项目研发经理胡中旺在接
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
时表示，针对不同的港口
规模和用户需求，一些港
口无需增加基建成本，将
开放道路的自动驾驶汽车
技术移植到码头封闭道路
上是未来的趋势之一。

自动化码头是未来的方向
有数据统计，全球已建成的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有32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最早出现在国外，1993年世界上第一座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荷兰鹿特丹港建成，
随后英国伦敦港、日本川崎港、新加坡
港、德国汉堡港等港口也相继建成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随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和创新改进，目前自动化码头技术已经
逐渐成熟和完善。

近年来，在陆续建设厦门远海集装
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洋
山港四期等国内项目的同时，振华重工
也陆续获得意大利VADO、印度ADANI
和泰国蓝菜帮等国外自动化堆场项目，
以及近期的巴拿马 PCCP码头系统总承
包项目等。

在采访中，一些专家向记者谈到了
未来智慧港口“跨国远程操控”的大胆
设想。“利用时差，由一个国家的操作
台来控制几个时区之外的码头，每个工
作人员都可以朝九晚五地上下班，而码
头则是24小时顺畅运转。”“我们一直在
做这方面的探索。”王琛对记者说，以
自动化轮胎吊技术为例，现在集装箱卡
车纠偏时还需人为监控，以后还会把这
个人工介入环节也去掉，实现彻底的无
人操作。▲

蓝菜帮港码头的自动化设备由中企建设

印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最新公布的数
据称，莫迪政府在执政伊始就力推

的“智慧百城”计划有望在2021年完成
首批20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有印媒
分析认为，“智慧百城”计划的灵感是
来自中国。

《印度斯坦时报》 12 日报道称，
“智慧百城”计划是指莫迪 2014年就任
总理后提出的打造 100座“智慧城市”
目标。预计中央政府将为整个计划提供
约 5万亿卢比 （约合 5000亿元人民币）
的资金支持。

这 100座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印度政府将力争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提高
城市系统运行效率。比如通过监控系统
减少城市犯罪发生率以及提高居民生活
安全系数等。此外，电子政务、移动网
络平台、综合交通管理系统等也将被纳

入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中。
但自“智慧百城”项目宣布启动以

来，印度国内的质疑声几乎就从未中
断。“如何确保资金投入及高效运作，
如何克服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攻关和土地
征用难题、如何保质保量如期完工、如
何实现改造城市与未改造城市之间的均
衡发展……”，如此种种话题和讨论经
常见诸报端。此外，印度还面临城市基
础设施老旧等现实问题。

《透视印度》此前评论称，莫迪政
府“智慧百城”计划的灵感其实来源于
中国。文章说，中国通过城镇化的方式
推动现代化并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国
能做到，印度为什么不行”？但文章也
提到，中国的城市治理和发展方式有其
自身特点，印度能否真正做到“以他山
之石攻玉”，还需实践来检验。▲

中企自动化设备“武装”泰国码头

“韩国企业家企盼‘韩国制造 2025
’计划”。作为韩国四大经济

团体之一的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
晚 12日公开向韩国政府提议制定“韩
国制造 2025”计划。期待改组后的韩
国政府能够推动以革新为基础的新政
策，从而推动韩国经济实现以质量为
中心的增长的目标。

韩国财经专业网站“Fnnews”12
日的报道称，当天中午朴容晚出席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举行的
座谈会时表示，韩国也需要发达国家
的制造业复兴政策或类似“中国制造
2025”的产业发展战略。他认为制造
业是韩国经济的基干，韩国政府需要
集中精力搞好制造业恢复活力和实现
革新增长。当天出席座谈会的共有 15
名韩国大企业和主要经济团体负责
人，包括三星电子、现代集团、现代
汽车、LG化学等大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首尔、釜山、大邱、蔚山等主要城市
商工会议所会长。

报道称，韩国商界向政府提出的
建议内容包括：持续改善韩国出口过
度依赖半导体现象，增加中小企业的
出口比例；为实现造船、钢铁、汽车
等韩国主要制造业回复活力而制定扶
持政策；除了有关生命和安全等必要
限制外，为了培育新兴产业，韩国政
府要大胆放松各种经济管制；缓解各
种雇佣和劳动障碍；为降低企业成本
和提高制造业竞争力，要推行新的能
源政策等。韩国统计厅 11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9月韩国制造业的平均
开动率为72.8%，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
以后的最低水平。

韩国 《每日经济》 12日称，未来
被科技变革抛弃的国家，其国民只能
从事陈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必然
会带来生产效率低下、无法摆脱贫困
的窘境。为了在全球化的时代下生
存，韩国也必须研发尖端科技并改造
产业机构，通过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脱
胎换骨。▲ （张 静）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

“回击美国：俄中印让世界抛弃对
美元的依赖。”俄罗斯国家新闻网11日
报道称，俄罗斯决定抛弃美元，与中国
和印度的大型合同将用本国货币结算。

报道称，上月底，俄副总理鲍里索
夫表示，与印度签署的S-400防空导弹
系统供应合同支付货币为卢布。在对中
国贸易方面，过去4年来中俄双边贸易
用本币结算增加近4倍。俄罗斯对外经
济银行行长舒瓦洛夫表示，俄中本币结
算协议或将在今年年底签署。

俄罗斯塔斯社 12日援引 《华尔街
日报》的报道称，今年9月，俄银行的
个人和公司外币存款份额从 2016 年
37％的峰值下降至 26％。今年第二季

度 俄 出 口
美 元 收 入
份 额 从

2013 年 80%降 至 68%。 但 文 章 也 指
出，俄罗斯完全放弃美元将是极其困难
的，特别是由于该国严重依赖石油和天
然气出口。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宋国
友 12日接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
分析称，在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给市场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威胁
下，即便美元在外贸结算领域一时无法
被取代，从降低汇率风险，促进贸易增
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同俄罗斯有望达成
的本币结算协议对双方是有积极意义
的。而且中俄印三国同为金砖国家，在
推进本币结算领域也的确有共同的需
求。▲ （柳玉鹏）

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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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合频道对

平台交船仪式进行报道。

　　江苏卫视连续两天在电视、网络

等平台对交船仪式进行报道。

　　《人民日报》《文汇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陆续对“龙源振

华叁号”风电安装平台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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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西，十分关心广西的开

放发展，他勉励 5600 万壮乡干部群众

“立足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

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全

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一年来，广西全力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

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

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

重要门户，以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

建设为重要载体和契机，全力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

立足区位优势，“向
海经济”发展如火如荼

广西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古城

头，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始码

头：船队从这里浩浩荡荡出发，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货物运往东南

亚、西亚乃至非洲……

往事越千年，古港如今已被现代

化港口所代替。北海铁山港码头一

派繁忙，多台门机同时作业，运转车

在码头 与 堆 场 间 来 回 穿 梭 ，来 自 澳

大 利 亚 、巴 拿 马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商

品 从 这 里 源 源 不 断 地 输 送 至 西 南 、

华南等地。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

首站就在北海，发展“向海经济”、走

“向海之路”，是总书记对北海的嘱托。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北海港

分公司副总经理于肄说，目前，北海

已开通至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航线，连接港口的玉铁铁路

与沿海高铁南钦、钦防、钦北等线路

实现对接，千年古港正向亿吨大港目

标迈进。

“北海将大力发展港口建设和国

际物流，推动产业发展，加快与东盟

国家形成物流链和产业链。同时，通

过港口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北海建设

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

纽 和 经 济 高 地 ，积 极 融 入‘ 一 带 一

路’。”北海市委书记王乃学表示。

铁山港工业区吸引了中国石化、

芬 兰 斯 道 拉 恩 索 等 行 业 巨 头 入 驻 。

“如今，这里已成为广西唯一税收过

百亿元的工业园区。”铁山港工业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何小龙说。

防城港是广西唯一既沿海又沿

边 的 城 市 ，其 利 用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和 资 源 优 势 ，瞄 准“向 海 经 济 ”

和“向 边 经 济 ”两 个 着 力 点 ，取 得 了

长足发展。

防城港火车站站长蒋小斌介绍，

防城港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

的门户城市，日均约有 150 个集装箱

的 东 盟 海 产 品 从 这 里 发 往 全 国 各

地。今年将争取开通防城港至郑州

等 城 市 的 铁 路 冷 链 专 列 ，着 力 打 造

“桂郑欧”班列项目，利用海铁联运将

东盟海产品运送到欧洲，打造国际铁

路冷链专列大格局。

“东兴跨境经济合作区各项工作

也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把更多的

资源引向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快口岸

联检设施项目建设。”防城港市委书

记李延强说。

建设中新互联互通
南向通道，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正在形成

长期以来，重庆等西部城市的货

物靠长江水道运往上海，再辗转海运

出国，但运力饱和，耗时很长。反观

重庆等地至中国南方最近的出海口

——广西北部湾，却因为交通连接不

畅，不得不舍近求远。

这一状况，随着中国与新加坡互

联 互 通 南 向 通 道 的 建 设 出 现 改 观 。

2017 年，广西与重庆、贵州、甘肃 3 省

市率先合作，组织货源，协调铁海联

运 ，将 内 地 的 货 物 从 陆 路 运 到 北 部

湾，再南下出海，源源不断发往东南

亚、南亚及世界各地。

南向通道不仅“向南”，将中国内

地产品运往中国以南的地区，同时也

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将其产品“北

上”运往中国。今年 1 月 13 日，一艘

运载工业品的货船从印度尼西亚出

发，经新加坡港驶往广西钦州港，最

后通过铁路将货物成功运抵重庆。1
月 17 日，首趟由广西发往欧洲的中欧

班 列 载 着 电 器 包 材 、精 细 板 材 等 货

物，从钦州港火车东站驶出，前往波

兰马拉舍维奇。随着班列双向对开，

广西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建设驶

上快车道。

今年 4 月，广西、重庆、贵州、甘肃

四省区市邀请内蒙古、四川、云南、陕

西、青海、新疆 6 省区加入南向通道共

建。“不到一年时间，南向通道建设已

取得可喜进展，渝桂黔陇四省区市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与新加坡签署了共

建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加密航线、

通关信息平台等系列合作协议；实现

了陆海两大主干线的常态化运行，重

庆—北部湾港天天班列、北部湾港—

香港天天班轮、北部湾港—新加坡直

运航班均已开行，海铁联运、跨境公

路、跨境铁路运输等多条多式联运线

路也已开通。”自治区商务厅厅长蒋

连生说。

“我们将把加快推进中新互联互

通南向通道建设作为落实中央‘三大

定位’的战略抓手、深度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举措、广西扩大

对外开放的头等大事、深化与东盟交

流合作的黄金平台。”自治区主席陈

武表示。

北部湾经济区着力
打造规划建设、开放型经
济等“六个升级版”

“今年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

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周年，北部湾

经济区开放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与

东盟开放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魏然

说，经济区不仅成为引领广西加快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也成为我国沿海经

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北部湾经济区首开全国港口整

合发展之先河，组建广西北部湾国际

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口管理局，将沿

海 三 港 整 合 为 一 ，打 造 港 口 统 一 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营的

“四统一”模式，北部湾港综合实力不

断增强，快速崛起为亿吨大港。“北部

湾港口货物吞吐量从 2008 年的 8090
万吨增至 2017 年的 2.19 亿吨，集装箱

吞 吐 量 由 2008 年 的 33 万 标 箱 增 至

2017 年的 228 万标箱。”广西北部湾

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周小溪说。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打造北部

湾经济区升级版。”魏然说，围绕推动

北部湾经济区升级发展，北部湾经济

区 将 着 力 打 造 规 划 建 设 、开 放 型 经

济、发展动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同 城 化“六 个 升 级 版 ”，力 争 到 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 1 万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 1 万亿元、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的目标。

“要坚定不移地将北部湾经济区

作为广西开放发展的优先方向，以改

革开放 40 周年和北部湾经济区开放

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周年为契机，

举全区之力、用非常之举，以更宽的

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

措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自

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满怀信心。

发力“向海经济”，建设南向通道，升级北部湾经济区

广西 开放发展再争先
本报记者 刘华新 庞革平 李 纵 刘佳华

■聚焦高质量发展R

本报海口 5 月 20 日电 （记者黄晓慧）

20 日，海南省启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百

日大招商（项目）活动。

据介绍，此次百日大招商将持续至 8 月

底。在招商筹备阶段，海南省委和省政府

47 个部门与国家 49 个部委进行沟通对接，

积极争取重大政策和项目向海南倾斜，初步

确定了 249 项成果。

此次百日大招商将以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紧紧围绕 12 个重

点产业、“五网”基础设施、乡村振兴战略、六

大专项整治、民生事业等谋划项目，瞄准世

界 500 强、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企

业开展点对点招商，引进一批符合“多规合

一”和生态环保要求的项目。重点包括总部

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园区开发建设平台和

产业项目四类。其中的产业项目包括旅游

业、热带高效农业、医疗健康、现代金融业、

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

重点领域的 124 项招商任务。

海南举办自贸区百日大招商活动

本报北京 5 月 20 日电 （记者杜海涛）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20 日，

以“科技创新、强业兴粮”为主题的 2018 年

全国粮食科技活动周在山西太原举办。活

动周期间，将集中推介粮油科技成果，组织

人才供需对接，开展“中国好粮油”科普进校

园、进企业、进军营，传播生产和消费优质粮

油的理念，进一步凝聚起产业转型发展、消

费提档升级的共识和行动。

在太原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国家功

能杂粮技术创新中心”授牌、粮食科普知识

展、中国好粮油展、杂粮学术报告会等活动。

全国粮食科技活动周启动

本报廊坊 5 月 20 日电 （记者史自强）

记者从 19 日 在 河 北 廊 坊 市 举 行 的 通 武 廊

（北 京 通 州 区 、天 津 武 清 区 、河 北 廊 坊 市）

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上获悉：三地在 2018 年

将重点推进 12 项工程，加快打造通武廊协

同发展示范区，促进京津冀区域深度融合

发展。

据了解，通州、武清、廊坊三地地缘相

接、人缘相亲，交往密切。今年三地将重点

推进北运河生态文化、蓝天保卫、水污染治

理、交通互联畅通、产业提升、文化共创、旅

游共享、人才交流、教育协同、医疗卫生合

作、社会治安共管、美丽乡村等 12 项工程，

促进区域深度合作。

根据相关安排，三地将统筹规划北运

河生态文化项目，积极推进三地运河实现

旅游性通航；推动大气污染联合防控和治

理，严防污染跨区域转移；推进北运河、永

定河、潮白河等跨境河流协同治理；推动区

域相关交通项目建设和通车；推动三地执

行区域统一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避免产业同质化。此外，三地将共同推动

通武廊卫生信息化互联互通，全面推进医

疗检查结果互认，实现医患异地诊疗、远程

医疗、双向转诊，争取通州妇幼廊坊妇产医

院尽快开诊等。

据悉，此前三地已于 2017 年初签署了

《推进通武廊战略合作发展框架协议》，并已

在产业、交通、生态、人才等领域开展了密切

协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京津冀促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

通州武清廊坊今年将重点推进12项工程

本报上海 5 月 20 日电 （谢卫群、管天

瑞）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风电

施工平台——2000 吨“龙源振华叁号”日前

交付使用，标志着我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大型风电安装平台国产化，为我国加快

发展海上风电产业提供了装备支撑。

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又称“海上风电安装

船”，用来进行海上风机、基础运输及安装施

工。“龙源振华叁号”平台拥有 10 多项创新

技术，可以存储大量风机设备，容纳 120 人

在海上生活居住，是当今海上风电领域当之

无愧的“海上巨无霸”。

世界最大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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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携手上海洋山四期
登上央视《机智过人》

　　《机智过人》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与中国

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的国内首档聚焦智能

科技的科学挑战类节目，更是全球顶尖人工智能

研发精英和科技项目的巅峰盛典。 2018 年，振

华重工登上《机智过人》，向全球观众展示了振

华重工的自动化码头技术。在《机智过人》中，

采用振华重工“无人港技术”的自动化岸桥，操

作 2.5 吨的集装箱，击打 46 克、直径 4.2 厘米

的高尔夫球。经过五轮操作，竺士杰代表的“最

强人类”与“无人港技术”平分秋色，各进两球。

媒体眼中的“造岛神器”

　　 由 振 华 重 工 承 建 的 亚 洲 绞 吸 能 力 第 一 的

6600 千瓦绞吸挖泥船“天鲲号”，因其强大的

疏浚能力和多项国际领先技术，自下水之日起就

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8 年 1 月，“天鲲号”登上东方卫视《东

方新闻》，媒体称“天鲲号”是“上海制造”交

出的一份亮眼答卷。

　　2018 年 3 月，央视重磅推出《大国重器》

第二季。其中，第五集《布局海洋》专注海洋产

业与船船海工装备业。片中称“天鲲号”实现了

我国重型自航绞吸船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核心技术

的掌握，填补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重型自航绞吸

船的空白。

数十万观众观看
新华社直播 ZPMC 

　　5 月 16 日，新华社直播团队走进振华重工长兴

分公司，在 5 公里的长江深水岸线边向全世界直播

了“钢铁巨擘”——集装箱起重机的制造现场，共有

27 万人次随着新华社的镜头走进振华重工。振华重

工是全球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商之一，让一度为集装

箱起重机最大进口国的中国，变身为现在最大的出口

国。平均每一天半，就有一台岸桥从振华重工长兴分

公司发运。

精彩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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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瞬间

振华重工登上央视《最野假期》

　　2018 年端午节期间，央视《最野假期》来到振华重工，带着孩子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端午节，

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向孩子们传递大国重器的魅力。端午节当天，小勇士们与墨西哥、

马来西亚用户监理一起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随后，身穿制服、头戴安全帽的

小勇士们来到振华重工生产基地进行

参观，站在满是巨大岸桥的码头上，

感受“大国重器”的魅力。

　　最终，孩子们在与外国工程师、

监理愉快地用餐中结束了《最野假期》

的 ZPMC 之旅。

　　

外媒称振华设备为
“两个来自中国的巨人”

　　2018 年 4 月，振华重工打造的岸桥打破了新

喀里多尼亚首都努美阿的平静，当地媒体争相报道，

称其为“两个来自中国的巨人”。

　　这两台设为为 40 吨带斗门机，是公司产品首

次进入新喀里多尼亚。两台门机的到来，是当地十

多年来首次迎来如此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当地码

头第一次由设备整体滚装上岸。为此，该项目的用

户——世界矿业巨头法国埃赫曼集团，特意在码头

搭建观景台 , 和当地媒体共同在观景台上见证了第二台门机的整体滚装上岸的过程。门机顺利上岸后，大家纷纷

向公司现场人员竖起大拇指，“good job”“wonderful”不绝于耳，大家握手欢呼，庆贺卸船顺利完成。

“国家重器”获全球网友点赞

　　5 月 24 日，新华社直播团队走进振华重工，

通过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平台，

面向全球观众进行英文现场网络直播，揭开了

世界最大起重能力 2000 吨风电施工平台“龙

源振华叁号”这个“海上巨无霸”的神秘面纱。

航拍、大场景、特写镜头，加上现场的英文解

说和采访，让海外观众纷纷点赞留言，海外阅

读量达 3 万余次。当天，新华社还对该平台进

行了中文网络直播，腾讯、新浪等多家媒体予

以转播。

精彩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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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17 年

2185881

42176

8797

1.16%

0.66%

0.01%

10.06%

100%

100%

100%

4,937.62

2017 年

26.99

2474.51

471.73

6173.62

59.40

5188.05

31057.97

2538965

273534

2018 年

2181239

53706

8825

1.19%

1.08%

0.01%

9.57%

100%

100%

100%

8,003.75

2018 年

26.30

2869.63

452.98

5655.51

63.43

4702.50

30283.72

2461434

268470

关键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员工总数（人）

残疾员工占比

少数民族员工占比

外籍员工占比

劳务派遣工占比

员工体检覆盖率

员工保险覆盖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

企业年金缴纳（万元）

关键指标

天然气（万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吨）

汽油（吨）

柴油（吨）

液化石油气（吨）

热力（百万千焦）

电力（万千瓦时）

生产用水（立方米）

二氧化碳排放（tCO2）

2016 年

2434809

31604

8870

1.13%

0.70%

0.02%

9.78%

100%

100%

100%

4,082.45

2016 年

32.76

2945.59

527.58

7608.91

20.80

6649.90

34685.31

2903874

309523

振华重工履行社会责任绩效一览表（2016-2018）

振华重工能耗数据一览表（2016-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