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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是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储
气库管理处生产技术科科长。她长期坚守
在天然气开采和科研工作一线，解决了相
国寺储气库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个难点和瓶
颈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和攻
关项目，被同事们称为储气库的“女卫士”。

永葆石油工人本色

杨颖认真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铮
铮誓言，充分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老
一辈石油人的优良传统，永葆石油人的本
色，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爱岗敬业、踏
实肯干，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以身作
则，传递正能量。

刚调到储气库时，为了快速熟悉储
气库的设施设备，她经常往返于集注
站、各注采井站、天然气管道和线路阀
室等一线生产场所，并驻站深入学习，
跟班巡检、参与设备检修和管道巡线，
将知识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为后期的
生产技术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她谦逊好学，既善于协作，又善于

独立思考，勇于面对生产中的难点和瓶
颈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反复实践，不
断创新，出色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和科
研攻关项目。

带头攻克技术难关

杨颖先后从事天然气管道完整性
管理、技术经济评价和储气库注采技术
与运营管理工作，主动着眼生产实际，
攻克技术难关。针对天然气管道和场
站安全生产、效益生产的难点，她主持
开展了天然气管道内腐蚀原因分析及
措施研究、场站区域性阴极保护措施研
究、储气库压缩机经济运行措施研究等
课题攻关。

为了准确探究天然气管道内腐蚀
的原因和规律，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上
百份，踏勘天然气管道400余公里，分
析评价相关数据27864条，最终找到
了川渝地区天然管道内腐蚀原因及规
律，精准提出控制措施，保障了天然气
管道的安全运行。

她主研的科研项目首次将区域性
阴极保护技术成功应用于川渝地区天
然气场站，填补了天然气场站内管道阴
极保护的空白，并建立了区域性阴极保
护方案设计方法，为天然气场站的安全

运行保驾护航。
她瞄准生产现场“出血点”开展攻

关，对相国寺储气库提出错峰运行机组
的可行性方案，方案实施后节约费用
144万元，为企业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做

出积极贡献。

带队安全科学生产

相国寺储气库是西南地区首座地
下储气库，是国家天然气管网战略枢
纽，是天然气保供的“国之重器”，为保
障重庆地区及全国天然气大管网季节
调峰、事故应急及战略天然气储备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8月，杨
颖从事储气库生产技术与运营管理
后，紧紧围绕相国寺储气库的安全科
学生产，带领团队做好生产协调、技术
管理、安全保障。

生产技术科是储气库生产管理的
大脑和中枢，作为团队带头人，杨颖带
队统筹衔接生产各环节、各链条工作，
全力以赴保障安全高效生产。杨颖带
领大家积极开展生产动态分析，密切监
控生产数据，适时调整生产方案，开展
生产难点攻关，排查处理安全隐患，保
障了相国寺储气库在国家和人民需要
时能够安全地“注进去、采出来”。

善于专研实至名归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不断努
力，近年来，杨颖先后在《天然气工业》
《腐蚀与防护》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8篇，6次在行业学术会议上获奖
并交流，参与编写企业标准规范《天然
气集输管道内检测运行规范》；作为主
要撰写人出版了中国石油气藏型储气
库系列丛书《相国寺储气库建设与运行
管理实践》（专著）。

她还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1项、软件著作登记权1项；荣获
全国天然气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第二届全国石油经济学术年会论文二
等奖等科技创新成果；还被中国石油西
南油气田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十大杰出青年创新人才”和“优秀青年
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潘锋
图片由西南油气田公司储气库管

理处工会提供

杨颖杨颖（（左左））现场检查储气库设备安全现场检查储气库设备安全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综合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0年6月 16日 星期二
责编 逯德忠 美编 丁龙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者
梅世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5
日就美军机穿航台湾岛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6月9日美国海
军一架C-40A运输机穿航台湾岛。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任囯强说，美军机未经中方允许
飞越中国领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
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极端错
误和危险的。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行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任何“以台制华”和挟洋自重的
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
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
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维护台海地区
和平稳定，坚决挫败任何制造“一中一
台”的图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军机穿航台湾岛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者
马卓言）针对加拿大法院近期公布的有
关备忘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文件再次表明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
治事件，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
色，中方敦促加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据报道，12日，加拿大法院公布加
安全情报局（CSIS）2018年 12月1日
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告知CSIS有关当日晚些时候在
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计划。
备忘录并指出，FBI不参与逮捕行动以
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了影响。孟晚舟

的法律团队称，上述备忘录表明CSIS
故意掩盖FBI参与此事，已有公开文件
显示FBI频繁与加执法部门联系。

“加拿大法院披露的有关文件再次
表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
重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蓄意打压中
国高技术企业和华为公司的政治图谋，
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赵立
坚说。

赵立坚说，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
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我们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
的严正立场和关切，立即释放孟晚舟女
士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不要在错误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外交部：

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
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

□本报记者 杨骏 白麟

6月13日起，连续几个晚上，重庆
许多知名火锅店，如秦妈、小天鹅、大队
长等，都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特殊”的客
人。说“特殊”，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2020年重庆车展参观者。
本届重庆车展组委会为消费者提供了
千万元的火锅消费券，可以到店直接抵
扣50—150元不等的消费额。

车展与火锅，本该本风马牛不相
及，现在却实现了联动。重庆会展行业
正尝试从传统办展模式向“消费季”延
伸的创新。

“本届车展，观众有了从‘看’到
‘吃’的新体验。”重庆展览中心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伟认为，2020年重庆车展
正积极探索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车展变身“游乐园”

除了“+火锅”，本届车展还有许多
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一是大量增加体验性内容。主办
方对现场场景进行深度设计，以水雾、
镜廊、气球广场、大型屏幕等元素激发
观众的参与性。同时，现场“车展红人
大赛”“反酒驾主题公益活动”“JOY-
IN CAR汽车课堂”“发现最美的她”
等互动内容滚动上演，让车展俨然成了
一个老少皆宜的“游乐园”。

二是本届车展与还多个品牌企业
进行资源整合，发给观众海量代金券，
除了火锅券，还有油、水、酒、机票等。
王伟认为，这背后是重庆对会展行业的
创新思考，即将展会场景从展馆扩展到
城市各个场所，既满足卫生安全需要，
也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

本届车展，已经从一个汽车行业的展
会，升级为一个城市的消费季标志活动。

探索“云上办会”模式

在2020重庆车展大幕拉开前，重
庆会展业还做了一件事——6 月 10
日-12日期间，通过“云上办会”的形
式，在国博中心举行了中国会展创新者
大会（下称创新者大会）。

3天时间里，创新者大会全程以网
络视频直播进行，嘉宾在固定时间出现
并发表主题演讲，观众只需要扫描直播
平台二维码，或登陆相应网站，便可参
与大会。

与车展这样的线下展会相比，这场
“云大会”形式更简单，节省了安保等筹
备成本。同时，大会以网络为载体，打
破了时空限制，给予了参会者更大的自
由度。

本届创新者大会以“思变——后疫
情时代会展创新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聚焦行业热点。好的“内
核”，为“云大会”增添了底气。

“此外，我们还增加了直播平台数
量。”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薛利介绍说，本届大会除了官方直
播平台外，还邀请了人民网等主流网
站，共有5个平台对大会进行实时直
播，实现北京、上海、杭州、台北、重庆五
城联动。

最终，这场探索“云上办会”模式的
活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活
动期间，所有直播平台观看的观众人数
达905.8万，互动人数评论20149条。

“线上”+“线下”将成
会展业发展趋势

“云上会”首秀成功，并不代表“线
上办会”将成为重庆会展行业的主流。

“线上办会，更多是对线下会展的
一个补充与延伸。”宋薛利说，“云上会”
更多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重庆在
会展举办模式上的创新与探索，却非重
庆会展业的“革命”，线下会展依旧有其
独有的优势。

励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
裁孙钢在创新者大会上直言，“线上会

展”主要是一种应急行为。当疫情结束
后，线下展会将回归常态。

“线上和线下，在未来的会展业不
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孙钢认
为，“线上会展”丰富了传统会展的功
能，未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将成为会
展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具体而言，线上与线下该怎样融
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臣杰给出
的答案是：通过数字化技术，重构展会
的人、货、场。

比如，线下可利用通过摄像头、音
频设备、图像识别等智能传感器，看到
人群流动；通过Iot设备，看到整个场
馆的光线、温度、湿度，然后对整个场馆
进行更智能化的控制。

在线上，基于展会本体，为消费者
构筑一个虚拟、虚实结合的场景，让消
费者打破时空限制，如在实地观展一
般，充分与参展商互动，最终达成销
售。

当然，这是会展业未来的“高级形
态”；本届重庆车展其实已在尝试“线
上”+“线下”结合的“初级形态”。

“新基建”助力重庆
打造内陆会展名城

业内人士指出，国家层面提出要大

力发展“新基建”，也给会展业提供了转
型升级的机遇。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VRAR等一系列技术，未来都将
全面应用在会展产业上。”上海市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黄炳
文说，如此一来，会展功能将从简单
的观看交流，提升到深度交互。同
时，会展的上下游产业也将进一步贯
通，实现多赢。

在这一方面，重庆已“未雨绸
缪”——2019 年 4 月，我市发布《重
庆 市 会 展 业 创 新 提 升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其中明确，要提升会
展智能化、绿色化、专业化服务水
平；进一步推动我市会展场馆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为会展主办单位实
现展会大数据运用和智慧管理提供
支撑；支持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建设
成为全国“第六代+”智慧型数字化
会展场馆。

“虽然疫情有些影响，但我们打造
‘内陆国际会展名城’的目标并没有
变。”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重庆正大力发展智能化产业，各类“新
基建”技术、项目也在重庆落地生根。
这些都将为重庆会展业的发展提供技
术保障与硬件支持。

车展与火锅 风马牛也相及
——探秘重庆会展之变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
报记者 6 月 15 日从市商务委获悉，
2020重庆 6·18电商节期间，多家银
行将携手电商平台、支付宝及线上线
下商家开展“云端付”活动，通过线上
促销为消费者带来“满减优惠”、消费
分期优惠及支付宝首绑银行卡送红包
等福利。

如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与苏
宁易购联动，推出消费分期优惠。其
中，消费者通过苏宁易购App购物，

使用农行信用卡分期支付，可享单笔
“满减优惠”；6月18日苏宁易购解放
碑门店开业期间，建设银行信用卡客
户持卡到店消费，办理分期可享受6
期、24期0利息分期优惠。分期金额
满3000元的还可享立减100元的优

惠，分期金额满 6000 元的可享立减
200元的优惠。

再如，建设银行与京东合作，消费
者在京东到家App购物，选择云闪付
并使用绑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支付，
可享单笔实付满50元立减10元的优

惠；建设银行与百大易购合作，消费者
通过百大易购App充值话费，使用建
设银行龙卡支付，可享满30减5元的
优惠；工商银行与支付宝合作，消费者
在支付宝上首次绑定工行卡，可获赠
红包。

重庆6·18电商节开展“云端付”活动

银行携手电商、支付平台和商家给消费者送福利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6月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天猫获悉，重庆上
榜天猫6·18全国商圈热力图，6月1
日-10日，解放碑商圈拥堵指数已基本
与去年同期持平，尤其夜间拥堵指数6

月环比3月增长了40%。
据介绍，天猫6·18全国商圈热力

图是根据6月1日-10日，全国一线城
市商圈的拥堵指数统计排名。除了重
庆解放碑商圈进入全国热力图十强榜
之外，其他9个商圈是深圳华强北商
圈、成都春熙路商圈、北京国贸商圈、广
州珠江新城商圈、南京新街口商圈、西

安回民街商圈、上海南京路商圈、杭州
武林路商圈、武汉光谷商圈。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各种“到家服
务”备受青睐，过去一周，饿了么蓝骑士
配送在天猫6·18商超订单环比增长
260%，重庆的订单量位居前十。业内
人士分析称，随着6·18临近，商圈各种
大促活动，点燃了市民“云逛街”热情，

大家通过线上下单、到店服务等创新业
态，带动商圈消费持续升温。

据悉，与往年不同，今年6·18大型
互联网企业不断加码本地生活服务。
小时达、定时达等同城新服务上线，门
店直播等新商业模式兴起，不断打破线
上线下、到店到家的边界，进一步带动
商圈消费回暖。

解放碑上榜全国十大商圈热力图
6月1日-10日拥堵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本报讯 （记者 王丽）6 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重报电商
物流有限公司（下称重报电商）联合重
庆渝学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渝学公司）
近日为渝北区空港实验小学、南华中
学、暨华中学筹措捐赠了600公斤消毒
液，助力学校疫情防控。截至目前，两
家公司已向渝北区42所公办中小学赠
送了近7吨消毒液。

据了解，渝学公司是根据渝北区委
区政府的要求，由渝北区教委和渝港公
司共同组建的国有公司，以“规范后勤
管理，保障食品安全，惠民让利师生”为
宗旨，主要任务是为全区公办中小学统
一采购配送食堂物资。从去年10月8
日起，渝学公司已陆续为全区75所公
办中小学配送了粮油、干副调料及猪肉
等物资。

“作为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学校对
防疫物资需求量较大。”渝学公司总经
理蒋青玲称，公司在为学校提供质优价
廉食堂物资的同时，决定向渝北区42
所公办中小学赠送消毒液。

据介绍，重报电商隶属于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旗下“重报生鲜”依托覆
盖全市的发行站点构建的融食材集
采、智能分拣、食品安全、物流配送为
一体的全国资生鲜食材配送平台，主
要有“团餐配送、检测溯源、食材批
发、超市供应、社区宅配”五大业务板
块。

“承担社会责任，关爱师生健康。”
重报电商副总经理谢京蓉介绍，获知渝
学公司的决定后，重报电商积极响应，
并与该公司一道将消毒液及时送到学
校，助力疫情防控。

重报电商联合渝学公司
向渝北42所学校捐赠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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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5日通报，6月
14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0例
（四川4例，重庆2例，陕西2例，上海1
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39例（北京36
例，河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
疑似病例 1 例，为本土病例（四川 1
例）。

15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
示，14日，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共检测

76499人，结果阳性59份。北京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14日0时
至24时，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36例，已完成流调34例，均与新发
地市场有关，还有2例正在流调中。

发布会上，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
员徐颖介绍，目前北京社区防控工作迅
速进入战时状态，7120个社区（村）、近
10万名社区（村）工作者立即投入到抗
击疫情的战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内的8000多名经营、采购和工作人
员，已于6月14日凌晨全部进行了核
酸检测，转运至集中观察点，进行集中
医学观察。

国家卫健委：

6月14日新增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39例 其中北京36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