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 22 小时开机，7 次冲

转，6次动平衡之后，振动问题终

于解决。10月 28日晚，NAVA1×
55MW 项目成功冲转、并网、带

满负荷。欢呼声、掌声、机器轰鸣

声在车间里响成一片。现场工作

人员 的眼睛红了，不仅是因为

饱含激动的泪水。更多是因为这

双眼睛已经熬了近四十个小时，

盯了仪表盘上百次，翻看资料无

数遍。

10 月 28 日，张振专务亲临

NAVA1×55MW 改造项目现场

调研指导，并且在项目业主印度

NAVA Bharat 高层 Ramesh 先生

的陪同下，参观了 NAVA Bharat
集团旗下的电厂、矿石产业、职

业学院、学校、医院等地，双方进

行深入友好交流，就后期项目合

作达成共识，为项目进一步开拓

打下良好基础。

NAVA1×55MW 机组改造

项目是由中汽国际承包，南京汽

轮动力有限公司供货的首台海

外机组改造项目。成套团队经过

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原来俄罗

斯机组的基础上，顺利完成汽

轮机通流改造，并配合业主完

成锅炉及发电机的大修工作，

降低了机组汽耗、热耗的同时

提高了效率，为此次机组改造

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公司今

后实施机组改造项目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工程成套一部 刘敬强/文

公司NAVA1×55MW机组改造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第三届中国三磨展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11 月 15 日，以“创新发展”

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郑州)国
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中国三

磨展)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圆满

落幕。本届展会展出面积 18000
平方米，参展商 320 余家，与上

届展会相比，展览面积和展商总

数分别增长了 50%和 20%。值得

一提的是，本届展会吸引了更

多境外展商前来参展，还有两

场高端活动——第十九届中国

国际汽车动力总成技术工艺与

装备研讨会以及第三届中德磨

削技术交流会同期举办，进一

步提高了中国三磨展的国际化

程度。

本届展会由国机集团所属

企业中汽国际和国机精工联合

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

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磨

料磨具、涂附磨具分会和国机环

球（北京）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开幕式上，中汽国际韩晓军

总经理、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惠仁、

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黄卿分

别代表展会主办方、行业协会以

及举办地政府致辞。韩晓军在致

辞中表示，“合力同行、创新共

赢”是国机集团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国机集团所属的中汽国际

和国机精工，与郑州市合作主办

三磨展，就是秉承这一核心价值

观。我们将携手努力把三磨展打

造成国际性专业品牌展会，推动

行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河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陈富刚、国机精工董事长刘大

功、国机精工总经理朱峰、超硬

材料协会秘书长赵博、日本工业

金 刚 石 协 会 理 事 长 Mr. Seiya
Ogata 绪方诚也、美国工业金刚

石协会副理事长 Mr. Benjamin
Williams 本杰明威廉姆斯、德国

精密工具研磨行业协会理事

Mr. Ruedi Bannwart胡迪和台湾

磨粒加工学会Mr. Lan Minxiong
蓝敏雄等。郑州市发改委、工信

委、科技局、商务局相关领导，磨

料磨具及超硬材料行业知名企

业单位领导，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磨料磨具、超硬材料、涂附

磨具分会理事长、秘书长等领

导，以及中汽国际程永顺副总经

理、国机环球郭庆董事长等一同

参加了本次展会。

中国三磨展是国际一流、国

内唯一的专业磨削展会。本届展

会汇集了全行业国内外知名企

业，其中，境外参展商（品牌）30

多家，美国 YYK LLC、意大利

Davide Maternini Spa、德国沃根

瑞特、3M、英格瓷（Imerys）、圣戈

班 (Saint- Gobain)、泰 国 K.M.&
A.A.CO.、贝克曼库尔特、金世博

（Klingspor）、小岛（Sheldahl）、韩

国迪尔富斯（Deerfos）、意大利 S.
M.A.、法国ALTEO ARC等与中

国巨头力拼主场。国内华晶微

钻、黄河、华晶、国机精工、四方

达、中南钻石、山东鲁信、珠海

大象、郑州机械研究所、中机六

院、山东圣泉等上市公司及中

央企业也悉数到场。高精展品

尽显无遗，为采购商展示了磨

料磨具磨削行业的新产品、新

技术、新装备。来自全球十余个

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到场参观采

购。在中国制造业逐步进入下

行通道，中国三磨展的发展却

呈现逆势上扬的态势，恰恰说

明该展会的创立迎合了市场和

行业发展的需求。

国机环球 王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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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年的印度NAVA1×
55MW改造项目圆满完工。它

是中汽国际的第一个改造项目，

创造了改造 40 年老机组的纪

录，刷新了老机器使用寿命和

高效发电的利润新高点，更创

造了中汽国际在印度当地加

工设备的历史，它成为公司工

程成套的新里程碑项目。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成套项目。你能想象运行了 40
年的俄罗斯老机组在开缸检

修时的情景吗？所有缸体、隔

板全部变形。你能想象怎样将

就着图纸设计的设备匹配到

这些变形的机组上吗？你又能

想象出如何在作坊式的简陋

车间里加工隔板精确度达到

0.07mm 吗？短短两个月的时

间完全修复这台老掉牙的机

组，还要高效率发电。成套团

队都做到了。

是什么让一支年轻的成

套团队有勇气承担起全新的

挑战？是什么让他们在前所未

见的困难面前如此从容？

成功来源于不懈努力，不

畏退缩。尽管时间紧任务重，

但成套团队从没想过放弃。机

组改造不同于新建机组，存在

很多不确定因素，项目组多次

组织国内专家实地勘验；由于

印度当地加工能力有限，项目

组大量寻访生产加工车间，确

保设备当地加工质量；派驻专

人在车间监督设备质量和进

度，确保厂家按时按质供货。

他们虽常驻外地，没有节假

日，但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

坚持到底的毅力，想尽千方百

计，克服了来自环境、技术等

方方面面的困难。

无畏的底气来源于过硬

的商务能力和技术功底。新员

工入职第一年，成套部门就要

求他们下车间，入一线，身兼

数职，接受实地锻炼。在一线的

摸爬滚打练就了他们处理实际

问题的灵活应变能力。这支已完

成了9个项目的年轻队伍，已然

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协同

作战。一天一汇报，是成套部

门形成的良好互动机制。远在

项目一线的员工与国内团队、

合作伙伴，每天都以这样的方

式保持良好的沟通，遇到问题

集体解决。有了强大的技术团

队，有了坚强的后方支援，虽

然面临保函被索赔、信用证

不完整、大量资料缺失、交货

周 期 和 施 工 周 期 紧 张 等 风

险，他们依然将荆棘变为坦

途，没有任何闪失地解决了

所有问题。

成功是战略的高瞻远瞩。

风险越大，机遇越大。印度是

个严重缺电国家，电站设备普

遍老旧，改造市场潜力巨大。

“把它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拿

下”，是当时成套团队对于这

项战略业务的决心。从电站业

务的拓荒之旅到电站级别的

节节攀升，中汽国际的成套团

队以战略为先导，稳扎稳打，

从未停止过创新前行的脚步。

NAVA1×55MW 改造项目不

是单个项目的成功，它预示着

中汽国际成套业务又一个创

新的开始。 邹霞/文

创新的开始

2013年 11月 12日，北京首都机场，一个穿着风衣，满头大汗飞

奔的人吸引着众多关注的目光，这位“飞人”正是我的同事纪海勇，

他正赶着给厂家送刚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个半小时后，南汽厂，

一个满脸通红的，近乎“疯狂”的“狮子”在拍着桌子，那是我，正在急

催厂家发货。

故事还得回到2013年11月初，由于印度当地的退税问题，部门

NAVA1×55MW项目业主突然要求 11月 15日发货，比原定厂家交

货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半个月，一时间计划全乱了。经过与厂家取得

联系的耐心沟通，终于达成共识：11月14日前将全部货物运至上海

港，公司当天支付厂家55%的货款。项目组急速兵分三路：一路向公

司申请款项，准备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资料；一路联系货代询问海

运船期和货物保险事宜；还有一路前往厂家现场催货。情急之下，这

才出现了开头的两个画面，“跑断腿”追飞机的“飞人”和满脸通红的

“狮子”。

经过三年，这个项目终于在今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项目执行

过程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插曲都成了我们的一笔财富。

工程成套一部 刘莹/文

飞人与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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