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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9 月 24 日电(记者孙志平、王林
园)日前举办的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
上，“濮阳造”油气技术装备吸引了众多客商的
目光，现场签约合作项目 23 个、总投资额 50 . 5
亿元，签约国内外贸易订单 225 个、金额 7 . 8
亿元。

因油而建，缘油而兴。河南濮阳市是依托中
原油田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而设立、发展起来的典
型资源型城市。经过多年开发，濮阳油气资源进
入枯竭期，加快经济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紧迫
课题。

瞄准油气技术装备制造产业，濮阳内引外
联，走出一条产业转型发展之路，油气装备制造
实现了集聚化、规模化。

资源衰竭：倒逼城市转型

42 年前，中原油田发现井濮参 1 井喷出工
业油气流，由此拉开濮阳地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序幕。为配合中原油田开发建设，濮阳市于
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省辖市。

濮阳市委书记何雄说：“建市初期，濮阳是
典型的农业区，工业企业除中原油田外只有从安
阳地区划转的 5家小型地方国有企业，油田经济
基本等同于濮阳工业经济。”

但历经 40 余年开发，濮阳油气资源濒临枯

竭。数据显示， 2016 年，中原油田原油产量
从 1988 年 722 万吨的历史最高值下降到 139
万吨；天然气产量由 2004 年 17 . 5 亿立方米
的历史最高值下降到 2 . 85 亿立方米。

“油气资源的持续开发，给城市留下了丰
厚的油气装备资源。”濮阳市望联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秀兵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为中原油田加工、翻修钻采设备零部件的一批
“小作坊”“路边店”，是濮阳石油装备制造
产业的雏形。随后，一大批有技术、懂管理的
油气职工投身油气装备制造产业，成为濮阳爬
坡过坎转型发展的排头兵。

技术装备：“专、精、特”叫响产

业品牌

走进位于濮东产业集聚区的河南东方龙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轰鸣的机器声响彻
耳畔。公司销售总监张乐义告诉记者，尽管装
备制造市场比较低迷，但公司的产品订单却源
源不断。

“订单火爆得益于濮阳在油气技术装备产
业方面的集群优势。”濮阳市长宋殿宇说，濮
阳市现有油气装备制造企业 220 多家，产品覆
盖油气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濮阳生产的油
气装备不但成功打入国内全部油田，而且进入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荷兰等国市场。
在日前举行的中原(濮阳)油气技术装备展

览会上，荷兰东福尔纳纳图法有限公司同东方
龙公司签订了近亿元的贸易订单。东福尔纳纳
图法公司负责人艾瑞克·威尼曼说：“濮阳油
气装备制造企业会根据特殊的油区特点，打造
‘专、精、特’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技术创
新优势明显。”

濮阳市华龙区区长高尚功告诉记者，中原
油气技术装备展览会已连续举办四届，依托中
原石油城濮阳市的装备制造基础，为石化企业
“走出去”搭建商贸交流和采购合作的平台。
2017 年上半年，濮阳油气装备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完成 439 . 74 亿元，增长 12 . 2% 。

创新驱动：“资源旧城”变身

“装备新城”

油气资源给濮阳带来了财富和荣耀，也让
濮阳披上了一层“油污渍”。油井、气井营运
期间排放的各种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地，影响
农作物正常生长；油田在开采油气和回注污水
期间，会因井管破裂污染水源，油区及周边地
区地表会出现原油污水、工业废水的下渗污
染。濮阳一度成了“资源旧城”。

濮阳人明白，油和气总有开发完的一天，

可是除了油气，濮阳还有什么？“依靠开采石
油发展起来的油气装备制造是濮阳的龙头产
业。濮阳要发展，必须实现从采油到卖装备的
转型。”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说。

“濮阳油气装备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
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钻修井、洗井清蜡、
采油气驱、工程保障等系列产品，多种产品
行业领先。”中原特种车辆公司董事长戴相
福说，濮阳产业转型升级不仅靠技术创新，
更重要的是理念创新。近年来，濮阳重视新
能源技术的开发应用，自主研发的柴电混合
动力修井机、大吨位双模超级电容蓄能修井
机、超级电容储能侧钻井钻机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未来，我们将更加注重新能源在
石油领域的应用，用低碳环保的高新技术产
品满足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戴相福
说。

濮阳市现有油气技术装备产业从业人员
2 . 2 万，其中研发人员 1700 人、专业技术人
员 948 人，拥有石油工程专业队伍 531 支、
油气装备类高新技术企业 28家，获国家专利
1340 项。“从采油到卖装备，濮阳实现转型
升级具有产业、人才和技术基础。濮阳油气
装备制造正依托集聚效应向数字化、智能化
和网络化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拓展。”何雄
说。

依托丰厚家底 发挥集群优势 叫响产业品牌

河南濮阳：资源旧城“变身”装备新城

新华社济南 9 月 25 日电(记者王阳、邵鲁文)
最近，一条代驾新骗局的帖子经由多地公安官方
微博、微信的转发火了。据警方透露，一些人员冒
充代驾司机送乘客回家，途中套取乘客个人信息，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做局”，最后索要高额钱财。众
多网民表示有共鸣，也曾被“黑代驾”坑过。

记者调查发现，酒驾入刑后，“酒后找代驾”已
成为普遍的消费习惯。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国
代驾行业总订单已超过 2 . 53 亿单，总产值达 154
亿元。而与此同时，代驾行业管理无序，漫天要价、
肇事逃逸等乱象频出。

代驾竟然约来醉汉，行业不规范

安全隐患大

易观智库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上半年，中
国互联网代驾市场规模达 29 . 65 亿元，呈稳定增
长趋势。与此同时，个别从业者的无良行为却带来
行业隐患。
济南市民钟先生称，一次聚会后准备找个代驾

回家，但没想到代驾电话竟约了个醉汉过来。北京
市民刘先生也遭遇类似的不快。一次酒后离开饭店
时，他在服务员的极力推荐下选择了门口的一位代
驾司机。由于酒后神志不清，刘先生并没有察觉回
家过程中有什么不妥，第二天却发现汽车车门被明
显剐蹭。他联系代驾司机，但对方却矢口否认。

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汝忠
表示，当前代驾市场乱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行
业门槛过低，从业人员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部分
人员素质较低；二是收费随意，代驾司机任意调

价；三是一些代驾司机交通规则意识淡漠，违章
导致不少事故。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两年，与
代驾有关的案例明显上升。2016 年至今，共有
1078 份此类判决书，其中涉及交通事故有 402
份，责任赔偿 244 份，人身损害赔偿 228 份，精
神损害 118 份。

“代驾市场增长很快，但在行业规范不完善
的情况下，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大。代驾人员肇事
逃逸、盗窃财物、违规驾驶等，让消费者一次代
驾却付出沉重代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
乐部分会负责人张士立说。

亲历：“黑代驾”15 . 2 公里的路

收 19 . 9 公里的费用

近日，记者在济南体验了多名代驾司机的
服务全过程。14 日晚上 9 点左右，记者从济南

某饭店出来，发现门口已有不少代驾司机等候。
一位上前揽活的代驾司机表示，可以选择“报
单”和“不报单”两种方式。

原来，所谓“报单”是公司行为，司机需要给公
司上缴 20% 的收入；不“报单”等于司机自己打着
公司旗号接“私活”，公司为乘客提供的保险等保
障则成为司机私下收入。这名司机告诉记者，干
“私活”还算好的，现在市场上最乱的是“黑代驾”。

根据线索，记者 21 日晚体验了一次“黑代
驾”服务。从济南奥体中心叫代驾行驶至记者住
处附近，地图上显示距离为 15 . 2 公里，e 代驾
和滴滴代驾等平台预估的费用均在 80 元左右。
而这位“黑代驾”自己携带的软件上却显示公里
数为 19 . 9 公里，最后结算费用为 99 元。

在某代驾平台已从业五年的专职司机张师
傅告诉记者，除了乱要价，一些“黑代驾”还可能
带来安全问题。在济南，“黑代驾”非常多，正规
的代驾司机都很难抢到单。

张士立表示，目前，代驾行业缺乏强制性标
准，导致人员门槛过低，行为规范也无从谈起。

滴滴代驾相关负责人称，“在互联网代驾平
台，除要求无犯罪、酗酒、交通违法等不良记录
外，司机还要经过严格培训和笔试、面试等考核
才能上岗。”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小型代驾公
司没有按照行业标准规范要求代驾司机培训上
岗，也没有投保代驾责任险。

“从 2015 年开始，汽车流通协会和几大代
驾企业发起行业自律，呼吁所有从业人员进行
第三方从业考试进行认证，考试合格后取得代
驾培训合格证。目前行业内持证上岗人数已经
占 37 . 5%。”张士立说。

谁来管管这些“黑代驾”？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代驾公司是在工商局
登记设立的从事“非营运车辆的驾驶服务”的公
司，监管主体不明确。

山东省工商局表示，工商部门主要依据公
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市场准入原则，负责
代驾公司的注册登记，经营范围里说明提供该
服务，但谈不上对其监管。

有受访交警部门表示，交警主要对代驾过程
中的违章行为进行查处。代驾服务与营运性质的
驾驶服务有着本质区别，在没有明确管辖权的情
况下，交管部门也无法对代驾行业进行监管。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认为，整治
代驾行业乱象，明确代驾市场监管主体是关键。

“物价部门可以指导代驾行业制定明确的
收费标准，代驾公司的计费标准要公示或登记
备案，这样既能够保障市场自由定价，同时可以
接受社会监督，防止企业或个人随意变更标
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陈
志伟律师说。

违规驾驶、漫天要价、肇事逃逸、盗窃财物……

“黑代驾”到底有多少“坑”？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
电 (记者杨帆 、王恒志 )24
日，首届雄安马拉松赛在河
北雄安新区鸣枪开跑，
3000 多名跑友参与其中，
驱车一百多公里从北京赶来
参赛的跑友不在少数。作为
今年四月雄安新区成立后举
办的首场大型体育赛事，
“雄马”成了一面招徕四方
目光的大旗。

事实上，在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体育强国梦和
中国梦紧密相连的当下，雄
安新区在体育领域的发展也
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谁将成为雄安

首支“职业队”？

雄安新区所在的保定市
一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高
地”，这里走出过郭晶晶、
庞伟等世界冠军，当地更将
打造“体育名城”作为发展
方向之一。虽然新区目前还
没有职业球队和竞技赛事，
但可以想见很快会有职业球
队在这片自带“体育基因”
的土地上落户，唯一悬念只
是谁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近年来河北足球取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中超
有华夏幸福、中甲有石家庄
永昌和保定容大、中乙有河
北精英，成为中国职业足球
版图上强势崛起的一块。由
于中国足协已经关闭了异地
转让的大门，这几家俱乐部
成为自然而然的“首选”。

从知名度和战绩来看，
目前在中超高居第三位的河
北华夏幸福队无疑是最好
的，这也是华夏幸福的最大
优势。而且华夏幸福正在临
近雄安新区的固安建设足球训练基地，未来很可
能会将重心转向雄安，谋求成为雄安新区的一张
“体育名片”。

相较之下，保定容大更具地缘优势，不过容
大还需要取得长足进步以匹配起承担雄安新区职
业球队的重担。此外，职业队也不应止于足球，
毕竟篮球、排球乃至乒乓球、羽毛球、围棋等项
目均有自己的职业联赛。目前河北有一支 NBL
球队，在 CBA 未来可能继续扩军的大背景下，
加之中国篮协并未禁止异地转让，雄安新区拥有
自己的 CBA 球队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不管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雄
安新区在未来很可能会拥有自己的职业队。

体育休闲旅游将成白洋淀新业态

雄安新区的定位之一是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区，华北最大的淡水湖和旅游胜地白洋淀正处于
雄安新区。白洋淀的开发利用显然不能走破坏环
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路子，体育休闲旅游的新业态
无疑是最佳选择，将最大限度地发挥白洋淀得天
独厚的优质资源。

河北省体育局此前就曾表示，将结合白洋淀
丰富的湖水、湿地、芦苇荡、环湖堤坝、空域等
优势资源，推动新区重点发展赛艇、龙舟、水上
运动、汽摩运动、环湖自行车、马拉松及航模等
特色健身休闲产业，正是这样一个思路。

具体分析来看，水上运动、铁人三项、马
拉松、垂钓等项目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在《体
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以来，各项
配套政策陆续出炉，关于水上运动等项目的配
套政策也已出台，在国家政策密集出台的利好
下，白洋淀大力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业可谓正当
其时。

另一方面，白洋淀开发体育休闲旅游业也有
很多“榜样”可以学习，在太湖沿线，苏州、无
锡等地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各异的体育休闲旅游
体系，既有高水平的竞技赛事，也有大众参与的
群众赛事，同时将休闲旅游融入其中，近年来迅
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

此外，建设特色小镇也是雄安新区体育发展
的发力点。无论是白洋淀丰富的水上资源，还是
“武术之乡”雄县，都具备建设体育特色小镇的
条件。而这，同样要着眼于体育休闲旅游，以点
带面，带动整个雄安新区的体育事业发展。

雄安新区体育产业未来可期

河北省体育局此前表示，将积极谋划参与支
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将公共体育设施发展用地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张雄
安新区体育规划的蓝图正在悄然织就。

短期来看，除了体育休闲旅游外，雄安新区
体育产业发展还将聚焦于智慧场馆建设、体育用
品制造与体育培训等领域。其中容城作为体育运
动品牌县，其传统的服装产业将面临转型升级的
重大机遇；而新区初设，各项建设都在推进中，
场馆建设等方面也必将以高标准起步。雄安新区
是否会成为我国体育用品研发的前沿高地，不乏
想象空间。

中长期看，各类赛事包括职业队的引进、地
域特色赛事的设立与推广、体育休闲、全民健
身、体育大健康等领域将有更大空间。

未来，河北省体育部门表示将推动在雄安新
区新建一批能承办大型赛事的体育场馆及设施，
引进、承接、培育更多国内外高端体育赛事。此
外，政府有关部门还将充分利用“体育产业资源
交易平台-河北频道”和“体育产业引导股权投
资基金”，把雄安新区优质的体育资源推介出
去，吸引和撬动国内外体育品牌运营商和投资商
汇聚新区。

更重要的是，从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
放发展先行区”的定位来看，作为朝阳产业的体
育产业在其中每个领域都有其用武之地，可以想
见的是，体育产业在雄安未来的发展中必将起到
重要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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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门：谈
不上对代驾监管

交警：在没有
明确管辖权的情况
下 ，交管部门也无
法对代驾行业进行
监管

专家：整治代
驾行业乱象，明确代
驾市场监管主体是
关键

据新华社上海 9 月 25 日电(记者王淑娟)你
有多久没去过银行了？“刷脸取款机”试过没有？你
敢把钱交给机器人打理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
数据等科技在金融业的应用，正在悄然改变你我
的金融生活。这些“黑科技”带来了便捷、高效、舒
适的体验，让原本颇受诟病、甚至冷冰冰的金融机
构服务有了温度。

近日，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刷脸取款机”，
农行、招行、建行等多家银行都纷纷升级 ATM 设
备，实现不带银行卡也能“刷脸取款”。据悉，“刷脸
取款”这个“黑科技”采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通过红
外双目活体检测，现场比对身份证照片完成客户身
份识别，验证客户银行卡交易密码后即可取款。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不少金融岗位被机器人
替代。半年报数据显示，五家国有大行的网点在上
半年共减少 162 个，基层柜员减少达 27104 人。

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体验，没带钱包只带
手机出门，付款也能“畅通无阻”，支付宝、微信钱
包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崛起，迅速分流了传统的
现金支付、信用卡支付方式。

人工智能等“黑科技”的应用下，你甚至还可
以把钱交给机器人来打理。比如宜信公司推出的
“投米 RA”机器人就是根据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结
合个人投资者的具体主观风险偏好和客观风险承
受能力，以及理财目标，通过后台量化算法给用户
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最优资产配置组合。

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适合买什么样的保险组
合，太平洋保险最新推出的人工智能保险顾问“阿
尔法保险”可以在线替你测算出来。

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监李小龙表示，
人工智能是让普通用户可以享受智能化、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用人工智能来驱动的金融生活未来
将更为精彩。

“人工智能”来袭

银行柜员“撤位”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