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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拓边界，长城润滑油为中国海工装备全面加油
5月11日，世界上吞吐量超大

的港口城市上海忙碌依旧，中国石
化长城润滑油在这里发布了海洋工
程装备的全面润滑方案，迈出了海
洋工程装备润滑油国产化替代的一
大步，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场以
“专业润滑 创享价值”为主题的发布
会，不仅向外界展示了长城润滑油在
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完美应用，还传
递出一种价值观，即中国制造企业应
该抱团取暖，而不是单打独斗，润滑
油便是将制造企业链接起来的关键
一环。此前，长城润滑油已经融入到
高铁、航天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中。

“长城润滑油为海工装备全面加油”
“长城润滑油为海工装备全面

加油！”当发布会现场中国石化长城
润滑油寇建朝经理在发布海洋工程
装备的全面润滑方案最后振臂高呼
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现场有参会人员激动地表示，
这不仅是长城润滑油大事记中非常
重要的一笔，更是海洋工程装备国
产化乃至是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的重
要一环。

海洋在21世纪的今天至关重
要，海洋既是人类生存的发展空间，
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的重要舞台，
全球愈演愈烈的海权之争，背后都

是巨大的海洋权益。
海洋科技是高新技术发展前沿

领域，现如今，海洋科研、海洋高新技
术开发已上升到国家决策范畴，肩负
着国家海洋战略的重担。国务院印
发的《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明确提
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属
于未来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海洋工程装备结构多样，润滑
工况复杂，对润滑油有着高标准的
要求。与会专家表示，长城润滑油
的专家团队提出的海洋工程装备的
全面润滑方案，迈出了海洋工程装
备润滑用油国产化替代的一大步。

“这是一次准备十分充分的发布会”
历时两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

干货满满，与会人员不少都拿出了
笔和本子记录着精彩发言。

海工协会薄玉宝先生向与会者
详细、全面介绍了海洋石油工程装
备的概况以及对于润滑油的要求。
他以钻井平台的钻井模块为例说，
钻井绞车、游动系统、泥浆泵、防喷
器、井架等都对润滑油有高标准的
要求。大多数设备在海上和井下工
作，涉及较大温差，要求油品具有优
良的黏温性能、较好的热稳定性能、
较低的启动温度；又有部分部件长
期暴露于室外，空气潮湿，且常遇大
风或大雨，需要油品具有较好的粘

附性及防锈、防腐性能。
看似复杂的局面，紧接着就被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的郑金花、贾
睿两位专家迎刃而解了。他们分别
从海洋工程装备全面润滑油解决方
案、自升式海洋平台升降系统润滑
解决方案等多个方面诠释了长城润
滑油的解决方案。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很解渴。“看
得出来，这是一次准备的十分充分
的发布会。”一位嘉宾表示，长城润
滑油不打无准备之仗。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水琳博士
在随后媒体采访时的回答诠释了长
城润滑油专家从容与自信的底气从
何而来：此次并非长城润滑油首次入
局“海工装备润滑圈”，长城润滑油曾
先后与国内两大航运龙头企业中远
海运、招商轮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也是中国南极科考船“雪龙号”
的独家专用润滑油供应商。此外，还
与地方企业浙江海运、福建国航、宁
波海运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润滑油粘合中国制造
发布会现场，来自中集来福士的

李正果先生在介绍海上钻井平台润
滑油品使用案例分析时点赞了长城
润滑油的品质：长城润滑油优秀的产
品性能，满足了高温、高压、高转速、

高耐久、超低温等特殊工况的需求。
业内专家表示，从钻井到开采再

到处理，长城润滑油将完成整个海上
作业平台的全方位立体润滑保护，在
各环节之间形成无缝对接，为海工装
备提供优质的润滑保护，建立起服务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的新模式，为我国
迈向制造强国输送“中国血液”。

在分析人士看来，对于早就融
入高铁、航天等领域产业链的长城
润滑油来说，举办这次发布会的目
的并不仅仅在于介绍其专业的润滑
油产品，更大的意义在于传递一种
价值观——中国制造应该抱团取
暖，共同开创未来。就像长城润滑
油之所以能够在海上作业平台的各
环节之间形成无缝对接，离不开对
各个环节的考察与研究，更离不开
各个环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润滑油不仅仅保障了海洋工
程装备的正常运行，更是粘合了中
国制造。”有嘉宾在会后表示。

在过去数年中，中国石化长城润
滑油在高铁、航天等领域的积累，与
中国“拳头”企业相互磨合，锻造了精
良的技术和服务能力。此次将润滑
油技术创造性地应用到海洋工程装
备的各个解决方案之中，更是拓宽了
润滑油链接的边界。这种中国制造
企业间技术的碰撞与融合，将从整体
上推动中国制造迈上新台阶。

工银瑞信斩获
“金基金”公募
20周年特别奖
三项大奖

2018 年公募
基金迎来弱冠之
年，20年来基金行
业诞生了一批优
秀的管理人、领军
人 物 和 基 金 经
理。近日，公募基
金 20 周年“金基
金”系列特别奖揭
晓，工银瑞信凭借
行业领先的综合
投资管理能力问
鼎公募基金20周
年“Top 基金公司
大奖”，同时公司
总经理郭特华荣
获“行业领军人物
奖”，公司副总经
理杜海涛获“十佳
投资回报基金经
理奖”。作为首家
银行系基金公司，
工银瑞信凭借其
雄厚的综合实力
揽获公司和人物
三项重量级大奖，
实至名归。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参加鼓号大赛的少先队员们。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从校园走向城市
一家大学书店的新生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继华东理
工大学陇上书店之后，今年又一家校
园书店的新生为申城再添文化新坐
标。昨天，在同济大学迎来111周
年校庆之际，位于赤峰路2号的同济
书店正式开业。

处于同济大学四平校区东南角
一层的同济书店，总面积约325平方
米，连接校园和居民生活区，并浸染
着依附而生的那所大学的某些精神
气质。书店涵盖图书4000余种，以
设计类、艺术类、科技类、人文类图书
为主，总计约10000册。

书店内部空间设计方面，注重各
个活动区域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又突
出独特个性，使其更具使用功能的灵
活性、多样性。布局上主要分为图书
销售活动区、展览展示区、咖啡阅读
区、会议办公区等。

与此同时，“前有广场、后有花
园”的设计成为书店外部空间布局
的一大亮点，有机融入城市微更新
的理念，强调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
关系，拆除30米左右的围墙，对700
余平方米的内院进行整体改造，对
人行道作了重新铺装，进一步优化
街道界面的整理与分区，通过绿化
柔性地划分设施带、步行空间，并在
一些细节设计上更加注重人性化，
比如地面铺装嵌入发光盒，在白天
看起来与普通的地面铺装没有分
别，而夜晚开启时则会在地面形成
光源。通过外部空间的这些创新设
计，希望带动1200余平方米公共生
活空间品质的提升，让校园、出版
社、书店更开放地融入城市的公共
空间，成为城市文化的主动参与者，
立足校园、联动社区、走进城市，突
出书店在培育人的创新精神、人文
精神方面的独特作用，激发城市文
化的更多活力。

肩膀磨红了、手臂举酸了
还是继续坚持从不吭声

昨日，团旗、队旗、校旗飘扬在中
华艺术宫前广场上，来自民办华育中
学、西延安中学、齐齐哈尔路第一小
学等16支中小学鼓号队代表各区逐
一进行鼓号队展示，不少队伍还加入
了学校国旗班、舞蹈队、健美操队的
学生助阵。

团市委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市
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
强宣布开赛。

为了备战鼓号队大赛，每支队伍
全情投入。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鼓
号队由65名少先队员组成，他们制
服的色调以红、蓝、白为主，呼应鼓号
队的口号“七彩童年，幸福人生”。昨
日他们第三个出场，鼓声阵阵，号声
嘹亮，不时变化队形，做到高低错落
有致，有静有动。

五年级学生马园雅背着十几斤
重的大鼓走在鼓号队中，身材纤细的
她比赛结束后长长舒了口气。从小
学三年级加入鼓号队后，她担任过小
鼓手、指挥，五年级开始担任大鼓
手。大鼓十分沉重，训练时一背就是
一个多小时，意志品质得到了锻炼。

这次为了参赛，鼓号队又加强训
练了2个月，虽然训练很辛苦，但马
园雅回家后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
研究队形走位。

为了展示旗面飘扬的瞬间，朱泾
第二小学彩旗队的队员们训练时始
终高举手臂，手臂酸痛也从不吭声。

学校大队辅导员曹老师表示，鼓
号队不仅展示了学校少先队员的精
神面貌，也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
神和团结意识。

鼓号队训练的艰苦还在于环
境。但松江区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
校鼓号队的少先队员们面对各种艰
苦环境都在不断间断训练。

他们都抱着“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的信念，苦练演奏
技巧、打磨作品方案，认真练习每一
个步伐、每一次转身，力求每一个音
符都完美呈现。

我们不仅是学生
更是一名少先队员

主办方表示，鼓号队是少先队员
锻炼的“大熔炉”，能培养队员的组织
光荣感、责任感和归属感，培养队员
爱国主义精神、吃苦耐劳的顽强毅力
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也是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
体现。

朱泾第二小学鼓号队队员马园
雅觉得，每次看到出旗退旗，内心都
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鼓号队指
挥吴圣洁，也曾担任过鼓号队的镲
手。作为指挥，她不但要稳住节奏
点，还要和另两名指挥默契配合。她
也发现，队内的乐器手不但要提升自
己的能力，更讲求配合，吹出一个速
度和强度，他们的团结协作能力大大
提升。

每次鼓号队奏响音乐，站在队伍
最前面的吴圣洁都会对少先队有更
深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不仅是中学
生，更是一名少先队员。”

通过激烈的角逐，东华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鼓号队荣获2018年“雏鹰
杯”上海市少先队鼓号大赛特等奖，
并授予“雏鹰杯”单项奖杯。

就在活动当天还启动了由市少
工委、中华艺术宫主办，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承办，上海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局团委支持的“你好，新时代”“国际
博物馆日”万名少年儿童走进博物馆
活动。

16支队伍角逐“雏鹰杯”上海市少先队鼓号大赛

鼓号声阵阵展新时代队员风采
昨日的中华艺术宫前

广场上，鼓号声阵阵。由团
市委、市教委、市少工委主
办，中华艺术宫支持，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你
好，新时代”2018年“雏鹰
杯”上海市少先队鼓号大赛
吸引了全市 16 支队伍、
100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参
加。激扬的鼓乐、整齐的队
容、响亮的口号，展现了新
时代少先队员的风采。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