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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巩会长为泛华紧固件“教授工作站”揭牌 

5 月 9 日上午，在上海市科技动员装备维修综合保障基地积极支持下，会员单位上海泛华

紧固件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达成了 5 年期产学研合作意向，上海大

学同时在泛华公司挂牌成立“教授工作站”，签约会暨揭牌仪式在泛华公司举行，会长巩宏良

出席并讲话。 

签约会由上海市科技动员装备维修综合保障基地丁雄主持，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田应仲教授、上海钢管行业协会巩宏良会长、上海大学科技部谢部长、上海市科技委员会技

术动员处范永浩等先后致辞，泛华公司总经理周俊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全自动管螺纹滚

丝机的新工艺和技术，同时参会的还有来自海军、空军系统的装备部门。 

巩宏良会长与上海市科技委员会技术动员处范永浩主

任为教授工作站揭牌。 

巩宏良会长致辞表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

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

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总书记对于国家创新有着极高的

要求，2019年 5月 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深刻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

的形势与任务，对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作出了重点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泛华公司

成立 25年来专注连接技术，潜心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产品得到了国家及上海市各级认证，

先后获得各项殊荣。同时，此时举办签约仪式，是对抗疫复工复产的积极推动，也将引领一大

批创新企业的发展，是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 

巩宏良会长希望泛华公司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在创新发展的征途上再创佳

绩、再立新功，为其他会员单位树立典范。 

秘书长曹祥军陪同参会。 

海月联手协会 共推自主创新设备 

5月 12日上午，会员单位北京海月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峻峰专程来到协会，探讨

海月公司与协会合作，推广该司研发的非标准成套检测设备的工作。王有国副秘书长和刘正浩

主任热情地接待了张总，双方进行了友好的协商。海月的非标准成套检测设备，主要包括如下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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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便携式椭圆度检测仪：可测量钢管内椭圆度，周长，长轴和短轴。 重量轻，调节方便，

适合工地和码头快速检测。 

2.管端自动测量系统：标准机器人测量精度高，可以测量钢管内外椭圆度，管端内外径，

管端内外周长，管端壁厚，管端倒棱，钝边尺寸，坡口角度，适合生产线上在线检测。 

3.综合测量中心：管端全参数测量，钢管长度，重量测量。 

4.管体检测系统：全管体外径和周长测量。 

5.管端自动修磨系统：机器人全自动完成焊缝测量，焊缝修磨过程，节省人力，可以控制

焊缝余高，保证焊缝余高和母材之间平滑过渡。 

6.管端自动缠纸系统：用于防腐钢管两端留空部位的缠纸。 

7.激光自动跟踪系统：利用激光辅助焊接定位，保持焊接在坡口最低点，增强焊接质量。 

8.超声波探伤系统：每个探头使用单独气缸控制，提高耦合效果。保证探头和焊缝相对位

置的稳定。 

在介绍了海月公司的非标准成套检测设备后，张总和打开了便携式椭圆度检测仪，详细讲

解了仪器的使用步骤。 

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熟悉了海月公司的优势产品，有利于今后协会向行业内外的钢管制造

企业宣传推广。张总表示后续会加大和协会的互动互惠，共同提升钢管行业的产品质量。 

协会调研杭州新港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5 月 13-14 日，卢致逵常务副秘书长和国际会展部饶松主任走访了杭州新港润滑科技有限

公司，受到了该司赵志强董事长和许樟芳总经理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 

赵志强董事长介绍了新港润滑复工复产后的生产经营。他说新港润滑作为保供单位，在当

地给列为第二批复工复产企业，于 2月 17日复工复产。但在疫情高发期，为了保障武钢正常生

产，特别是保证武钢对全武汉市抗疫医用氧气的供应，新港润滑以高于平常一倍的运费，源源

不断地向武钢运送专用润滑产品，还要承担货运司机每次高达 7000元的隔离误工费。虽然疫情

高发期，新港润滑为保武钢、马钢等钢厂的正常生产多花了几十万费用，但为抗击新冠疫情做

出了贡献，他们觉得很骄傲！为此，他们还为当地社区抗疫捐款十几万元。 

在产品陈列室，许樟芳向客人介绍说，钢厂是新港润滑的主要服务对象，他们为宝武武钢、

马钢、河钢等钢铁企业创新研发了润滑科技新产品，助力钢厂降本增效、环保减排。基于这些

创新亮点，河北敬业将新港润滑列为该集团收购的英国钢铁公司的润滑供应服务商。许总表示，

新港润滑愿为会员单位做好降本增效、环保减排的服务。 

卢致逵向赵董和许总转达了巩宏良会长对他们的问候，盛赞新港润滑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

的努力和贡献，感谢新港润滑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会员的需求，就是协会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服务理念。协会将搭建好会员交流的平台，帮助会员企业拓展市场，实现会员之间

的共享共赢。 

 

会员动态 

两项重大突破！宝钢海管产品实力揽大单！ 

宝钢海管产品发展树立起新的里程碑！日前从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获悉，宝钢海管产

品接连中标海底管线项目，实现两个重大突破：中标香港 UO E（大口径直缝埋弧焊管）环岛项

目所需 1.7 万吨海管合同，在严苛的国际标准下，实现从光管、弯管到涂层、水泥配重等配套

产品一揽子集成供货零的突破；中标中海油陆丰油田区域开发项目所需 HFW（高频直缝电阻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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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钢管合同，涉及 HFW管线管总公里数约 175公里，所在海域水深分别为 145 米至 330米之

间，共有四条油气混输海底管道，单个合同量创宝钢 HFW海管产品订单之最。 

德新钢管 荣登央视 

德新钢管（中国）有限公司，历经十余年不断积累和沉淀，依靠

强劲的品牌实力，于 5月 4日-14日，强势登陆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

CCTV-9记录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面向全国观众展示品

牌形象。 

相信在权威媒体的助推下，德新的品牌建设之路将会走的更加快

速、稳健！  

宝钢股份强力支撑南方海上风电项目 

日前，宝钢股份营销中心（宝钢国际）南方公司重大工程营销团队中标中船南方的海上风

电项目风、电机组水下管桩项目。今年以来，宝钢股份通过积极对接中船体系华南区域海上风

电项目，已全面实现对中船南方体系下所有大型船厂海上风电项目供货。 

南方公司重大工程营销团队积极配合用户和风电设计院，在钢板尺寸外形及偏差、表面质

量、化学成分分析、力学和工艺性能研究、超声波探伤检测、有害物质含量等全工艺流程上对

标、优化。同时，在生产和物流环节力争做到“Just In Time”。 

上上德盛项目列入数字浙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单 

为对标建设“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充分发挥稳投资的关键作用，实行清单化、精细

化管理和“赛马机制”，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数字浙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单》，全省共有 83

个项目列入。 

其中，我市丽水大数据云中心建设项目、紧水滩水冷式绿色数据中心、浙江移动丽水 5G

基站项目、浙江电信丽水 5G 二期建设项目、浙江联通丽水 5G 基站项目、上上德盛不锈钢管智

能制造无人工厂等 6个项目列入，总投资 40.12亿元，年度投资 11.62亿元。 

久立钢构年产 7万吨模块化钢结构件建设项目在湖州双林举行 

5 月 11 日，久立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模块化钢结构件

建设项目在湖州双林举行。 

双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永平等相关部门领导，久立集团董事长蔡兴强，久立集团董事、

久立特材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郑周等董事、高管、部门负责人，久立钢构总经理章会忠等项目组

成员、施工单位主要人员等出席此次活动。 

新建 7 万吨模块化钢结构件项目采用先进的数控相贯线切割、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等工

艺技术，实现从原材料下料、焊接到后续处理的全过程自动化生产。项目生产线计划于 2020

年 12月底投产。 

弘扬水压机工厂验收成功 

近日，淄博弘扬石油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来青岛山海科技有限公司验收 THT-114/80 水压试验

机，现场钢管试压顺利，满足客户的要求。 

疫情期间，山海科技在推迟复工的前提下，仍在交货期内完成设备，感谢一直信任和支持

山海科技客户，我司会坚持不辱使命，奋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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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市组织部对华进党支部授牌“五星党支部” 

5 月 7 日上午，韶山市高新区党支部专职书记黎茜代表湘潭市、韶山市组织部授牌华进党

支部“五星支部”。支部书记李书华同志与几位党员同志一同接受了奖牌的授予，个个满怀激动。

李书记作为一位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老支部书记，已经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党员同志学

习、提升，他时常对支部成员进行党性教育，教导党员在各岗位必须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

要严于律己，做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李书记对近期的支部活动进行简单汇报后，最后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们党支部会进

一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2020年华进支部党员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国内外行业动态 

2020 年汽车业研发投入减少 13%  行业整合进一步加速 

近日，业内机构对北美、欧洲和亚洲共 140家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展开了一项调查，

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研发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全球汽车行业的平均研发预算将

削减 13%，其中在先进技术上的研究投入将削减 17%；2021 年，全球汽车行业的平均研发预算

将减少 8%，其中在先进技术上的研究投入将减少 12%。 

在研发投入方面，车企可能会推迟新技术的部署，一些成熟的技术项目可能会推迟 6个月，

而早期项目有可能会推迟一年甚至更久，某些早期研发项目还可能被完全取消。分析师表示，

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计划将重点放在能够快速获得投资回报的项目上。那些需要 6到 7年才能

产生收入的项目现在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业内机构认为，企业在电动移动出行、自动驾驶和车联网方面的持续研发投资不太可能因

为疫情就消失。而对可能受益于国家援助的大集团来说，这是兼并收购的好机会。所以，在疫

情之前就已出现的行业整合趋势，疫情之后会进一步加速。 

敬业精密制管成功打开重庆市场大门 

近日，敬业精密制管公司通过网络推广与重庆客户建立联系，经过多番交流、沟通，成功

签订管类销售协议，填补了敬业精密制管公司各类产品在重庆市场的空白。 

春节后，有重庆客户电话咨询管类产品，当时虽然给客户报了价，但由于疫情严重，运输

受阻，未能成单。敬业业务员并未放弃，一直与客户保持着沟通。直到三月份，客户有意与公

司合作，但又担心远距离运输问题。业务员抓住这次机会，通过“货车帮”、“货拉拉”等运输

平台落实了到重庆地区的运费，解决了运输问题。最终于 3 月 11 日成功与客户首次签订 500

吨销售协议，并在约定时间内将所订货物安全及时地送到指定卸货位置。 

通过首单合作，客户对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非常满意，4月 1日再次续签 1000吨月

度协议，为双方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成功下井！衡钢快速扣套管塔里木“首秀”获赞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好消息，衡钢生产的 HSQR快速扣套管首次在中

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满蓬 1井成功下井，并顺利通过了严格的压力测试。 

产品已在第三方实验室顺利通过根据 ISO 13679:2002《石油天然气工业套管和油管接头试

验方法》制定的实物验证试验。 

快速扣套管是衡钢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高端产品研发的重要成果之一，以优异的性能在地

质条件复杂的塔里木油田满蓬 1井成功应用，对推进油气新领域勘探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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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衡钢海洋工程用管“远征”墨西哥湾 

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首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400 英尺自升式钻井平台

——“TZ301-1”，日前在天津临港基地起运，将发往墨西哥湾进行作业服务。该钻井平台应用

了华菱衡钢生产的 X80Q海洋桩腿支撑管，为推动我国高端海洋装备国产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海洋钻井平台“服役”环境恶劣，作为平台支撑部件的海洋桩腿支撑管，需要具备优良的

低温韧性、焊接性能、疲劳性能和抗腐蚀性能。华菱衡钢凭借技术、营销、装备和生产的综合

优势，采用微合金化设计、洁净钢冶炼、高精度轧管工艺、高水平热处理工艺以及严格的质量

管控等措施，成功研发 X80Q 海洋桩腿支撑管新产品，并实现该系列产品小批量试订单到规模化

大生产的推进。 

京科凯帝设备制造（连云港）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4月 28日，珠江钢管属下连云港凯帝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与京科维创举行了合作开业庆典，

宣布成立京科凯帝设备制造（连云港）有限公司。标志着珠江钢管与京科维创的战略合作正式

开始，关于压力容器、低温设备、生物设备等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此次合作是珠江钢管精品钢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规划落地之后迈出的重要第一步。珠江

钢管连云港基地正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吸引更多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发展，着力将珠江钢管精品

钢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打造为集“链条化、园区化、特色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生

产制造服务为一体的，具备国内一流竞争力的园区，与时俱进，实现产业布局可持续性发展。 

芜湖新兴铸管公司球墨铸铁支墩首次打入国际市场 

近日，一辆满载着 26套球墨铸铁支墩产品的货车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铸件部仓储

中心出发，将通过江苏省连云港港口出口至塞内加尔。这标志着芜湖新兴球墨铸铁支墩产品首

次走出国门，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2020 年初，新兴铸管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与塞内加尔签订 DN1000球铁支墩、DN1100球铁管

箍销售合同。3 月 3 日，在接到客户详细技术要求后，芜湖新兴铸管研究院铸件研究所立即组

织技术人员进行产品设计与制图。次日，产品图纸顺利完成，交付客户确认。3 月 13日，铸件

研究所与负责生产的铸件部联合进行产品评审，确定采用真空消失模工艺生产方案。 

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作业人员上岗率成为制约生产效能的一大难题。铸件部一方面仔

细排查上岗人员身体状况，另一方面紧急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与此同时，进行内部

挖潜，紧急协调 10名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产线人员，经防疫、安全和生产技能培训，充实到非关

键岗位参与保产工作。 

包钢集团的小口径无缝钢管生产线即将投入生产 

近日，内蒙古包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的小口径无缝钢管生产线即将投入生产。它最大的特

点就是物理性能好、几何精度高，可以广泛应用于油田、锅炉、建筑行业。包钢特种钢管有限

公司已经接到了来自中国石油的订单，工人们正在调试设备，争取投产即达产。 

内蒙古包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增海介绍：项目是 2019年 3月份开始施工，计划周

期是 12个月，现在是热负荷调试的一个阶段。全部投资是 3亿元，年产量是 12 万吨。 

包钢∅100mm热轧无缝钢管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分为两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利用普特

钢管公司现有厂房及设备，对热轧和精整区进行了改造，并新增了一条高锅管精整线，可以生

产口径为 25毫米至 89毫米、壁厚为 3.5毫米至 15毫米的无缝钢管。 

（二期）准备在空地上建一个热处理项目，有了厂房之后，我们再把热处理设备投进来，

（有助于）钢管一个产业链的延伸和产品的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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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成功开发 BJ890 起重机臂架管 

近日，鞍钢成功研制出 BJ890 起重机臂架用无缝钢管，高强系列起重机臂架用无缝管家族

再添新成员。该产品经国内起重机生产巨头三一重工的严苛检验评价，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完

全满足协议要求，并通过了相关焊接评定实验，成功进入三一重工合格供方名单。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长材产品研究所无缝管材研发团队瞄准市场需求，主动出击，与三一

重工进行多轮技术交流，切实做好用户需求辨识和关注点确认。研发团队结合鞍钢生产实际和

前期生产经验，针对 BJ890 性能及质量要求高的特点，开展了成分方案和工艺设计研究，形成

工业试制方案，成功研发出 BJ890 无缝钢管并试制生产。此次新产品研发，为鞍钢起重机臂架

用管走向更广阔市场奠定了基础，成功树立了品牌形象。 

河钢集团获得福建漳州核电站复工后首笔订单 

近日，河钢集团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工程福建漳州核电站复工后首笔 4300 吨高强螺纹钢订

单，其中，3550吨为 Φ 40 大规格 HRB500E螺纹钢。 

福建漳州核电站是中核集团国内建设的第二座中国唯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

电技术“华龙一号”项目。 

 

宏观经济 

前 4 月我国出口钢材同比下降 11.7%，铁矿石进口增长 5.4％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 4月我国出口钢材 631.9万吨，较上月减少 15.7万吨，

同比下降 0.2%；1-4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2060.1万吨，同比下降 11.7%。 

4月我国进口钢材 100.6万吨，较上月减少 13.1万吨，同比增长 0.6%；1-4月我国累计进

口钢材 418.4万吨，同比增长 7.4%。 

4月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571.2万吨，较上月增加 979.9万吨，同比增长 18.5%；1-4

月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35839.7 万吨，同比增长 5.4%。1-4 月份铁矿石进口单价为

90.42美元/吨，较去年同期的 84.6美元/吨增加 5.82 美元/吨。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