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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催人奋进的春天，2022 年全国两会圆满落幕。随之带来的 “ 自主创新 ”、“ 数字经济 ”、“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绿

色低碳发展 ” 等两会热词，也为新发展阶段下的我们，标注出奋进的坐标和创新的方向。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民企是创新的急先锋。今年的两会工作报告给予着重强调， 鼓励企业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科远智慧坚持自主创新，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成功开发完全自主

可控 NT6000 智能控制系统、 TFS600 故障安全型控制系统及 SC8000 系列中大型 PLC 系统等诸多 “ 卡脖子 ” 核心产品， 为制造

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度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字经济， 成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发力方向。科远智慧作为最早探索

数字经济与工业生产深入融合的实践者， 以五星级 EmpoworX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 凭借对众多行业、 众多领域的深入了解和

丰富实践， 打造了覆盖电力、 化工、 冶金、 建材等领域的大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并通过构建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的 1+N 智

慧城市解决方案，助力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经济产业、市政管理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数字为载体、以数据为支撑、全

要素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

                                                    科技创新要积极发挥对 “ 双碳目标 ” 的促进作用， 两会对此提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着眼

“ 双碳 ” 时代， 科远智慧率先行动， 积极投身清洁绿色型能源建设和低碳环保型生产改造中。以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提升绿色能

源生产效率，帮助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提升自动化水平、实现精细化管控、降低碳排放，赋能高碳行业全流程能耗监管能源优化、实

现碳减排，助力碳中和。

迎着春风，共向未来。新时代科技创新 “ 路线图 ” 已然绘就，我们更要充分发挥主体创新作用，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使命，筑牢

基础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创新科技赋能绿色新发展，团结一心，砥砺奋斗，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给出中国答案。

担使命，勇当创新主体

抢机遇，壮大数字经济

促发展，助力双碳目标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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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回顾，砥砺前行

荣誉加冕，榜样引领

创新之路，我们从未止步，荣耀之巅，我们不畏艰险，探索求新，我们铸造辉煌。2021，科远人长风破浪，逐梦前行。

回忆过去、 展望未来、 总结经验， 分享成果！科远智慧总裁胡歙眉首先作《科远智慧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2021 年， 科远人迎难而上负重拼搏， 坚持以自主创新引领智慧产业建设 ： 自主可控

“如日方升”，应用业绩不断突破 ； “双碳”赋能“如火如荼”，智慧工业、智慧城

市“齐头并进”， 百万机组业绩突破决胜收官！我们坚守实业初心， 坚持战略引领，

以文化信念凝聚发展向心力，提升平台建设赋能业务发展，取得了骄人业绩。

同行者同路，同路者同心！2021年，面对创新转型挑战和内外部压力，"最美科远人”们坚韧向上，敬业争先创佳绩；“优秀管理

者”们先锋垂范，团结齐心可断金；"拼搏团队"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创佳绩；“最具影响力团队”创新突破，业绩非凡铸辉煌；

“廉洁自律团队”严于律己，清风正气促齐心。奖杯赠予，致敬榜样，激励前行！

胡总强调， 2022 年， 是科远智慧实现“十四五”战略目标非常关键的一年。科远智慧要充分利用好所处优质赛道， 牢抓数字经

济、 国产化替代、 “双碳”等发展机遇， 以自主创新为基、 以产品竞争力为核、 以人才培养为要， 为科远智慧的高质量增长， 为

实现“百年科远”的梦想而共同努力！

科远智慧 2021 总结表彰暨 2022 迎春年会云端共襄

3 月 4 日， 科远智慧 “ 长风破浪 • 智寅未来 ”2021 总结表彰暨 2022 迎春年会在南京

隆重举行。科远智慧董事长刘国耀、 总裁胡歙眉、 独立董事王培红等领导嘉宾， 与九龙

湖科技园主会场以及滨江智能制造产业园、 各办事处分会场的全体科远人直播连线云端

相聚，分享发展硕果，凝聚奋斗之心，共畅数智未来 !

科远智慧总裁 ： 胡歙眉



最美科远人 优秀管理者

拼搏团队

最美科远人 & 优秀管理者代表发言

团队代表发言

最具影响力团队 廉洁自律团队

智能装备设计部  刘伟 睿孜星南京交付服务二部 王帅兵 山东化工销售一部 张鹏 智慧城市销售部 何彤 控制系统工程中心 葛志伟

浙能乐清百万机组项目销售团队 钱琰栋

冶金无人化开拓团队    杨孝丰

销售管理部  刘景霞



东南大学 王培红教授

控制系统 方正

建材行业 王东坡

能源行业 曹瑞峰

化工行业 王维

冶金行业 刘进波

数字经济 赵永均

智慧城市 杨士生智能制造 魏峥

技术研究院 祖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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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创新 未来可期

守正创新，把脉论道

科远智慧董事长刘国耀作《科远智慧 2022 年战略发展报告》， 为科远智慧 2022

年发展部署战略、指明方向。

刘董表示， 今天的科远正走在一条充满阳光的大道上。在“十四五”智能制造发

展规划、 “数字化”经济国家战略、 “双碳”目标等背景下， 科远智慧在稳定、

升级能源行业的同时， 将自动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面向化工、 冶金、 建材、

离散制造和智慧城市等领域拓展， 正以日渐完善的业务体系和布局准确的战略方

向，持续引领智慧产业建设。

百年科远梦的实现， 既需要战略的顶层布局， 也离不开各组织的高效执行。在科

远首届 “ 守正创新 ” 产品 & 行业大咖荟上， 科远智慧副总裁赵文庆与东南大学

王培红教授，以及科远智慧能源、化工、冶金、建材和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院等各方向大咖们齐聚一堂， 针对国家、 行业、 热门产品、 热点话题展开

深度探讨，共同描绘一条多行业谋定而动、齐头并进高增长的发展路线。

高碳行业变革势在必行，加快综合能源新体系建设，
拓展智慧能源新服务！

打造新型电力系统下自主可控智能控制系统，争创
行业领先！

重新发现火电的价值—灵活性；自动化的硬目标—
少人化；新型电力系统—道路险且长，行则将至！

着力推动建材自动化多产业、多领域应用，打造业
内高竞争力产品、高影响力案例！

组合创新 ，为客户赋能 ！全力打造可持续、高竞
争、优价值的自主创新产品！

发挥全产品链优势，打造离散制造业智能工厂标杆 ！

引领无人化，破局创样板。创新加协作，蓄力高增长！

数字经济大潮起，智改数转好时机。能源化工齐发
力，首台突破最积极。夯实平台和产品，面向客户
保满意。人才输送到区域，三角发力争第一！

依托技术底蕴，延展应用场景。打造模块化组装、
积木式搭建的标准化、高效化智慧城市建设示范！

重点开拓大化工市场，着力实现重大装备首台套突
破，跻身行业第一梯队！

2022 年，我们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机制，让人有动力干活。完善干部培养体系，加强人才梯队建设，为年轻人提供广阔空间。同时将新

产品开拓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打造满足客户真实需求、引领行业持续升级的“爆款产品。最后，要完善组织体系，让我们工作有效率，

更好的赋能业务发展。时代在变， 行业在变， 但奋斗的底色不变。新的一年， 希望全体科远人继续保持奋斗精神， 逢山开路， 遇水搭

桥，不忘初心，携手并进，打造百年科远！

科远智慧董事长 ： 刘国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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秣马厉兵 誓师前行
使命呼唤担当，奋斗铸就辉煌，有目标才有信念，有责任才有动力！在科远智慧副总裁史妍的带领下，科远四百余名销售将士云集一

堂，举行了庄严而激动人心的誓师大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新的一年我们苏皖大区努力作出新

的贡献，为公司高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江苏冶金销售部张鹏程

千帆入海江已远，万里秋雁天犹在，我们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公司集团领导及各方

的支持与指导下，继续打造属于我们的一片天地！                                 ——华南事业部陈琰

在科远销售各大区精彩亮相与发展决心亮剑后，史总作为

领誓人，带领各大区总监一起宣读誓词！铮铮誓言之下，

相信2022年，科远销售铁军一定不负期望，勇往直前，

使命必达！

苏皖大区

东南大区

中南大区

西南事业部

西北大区

华北大区

北方大区

千帆待发，百舸争流，虎啸金陵，王者归来，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新的奋斗路程已经开

启，科远人都已准备好了！2022，让我们齐心协力，提速自主可控新布局，聚焦双碳转型新目标，助推数字经济新发展，赋能

智能制造新领域，实现科远智慧新跨越，向心同行，筑梦远航！

2022，新的征程已经开始。中南大区将坚定贯彻执行公司方针政策，必将也必须完成公司下

达的指标任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河南事业部任海燕

西南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2022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22，西南

事业部，虎虎生威、如虎添亿，雄起！                                               ——西南事业部陆成军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2022年华北大区会秉持着“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精

神，扎根前线，艰苦奋斗，有态度也有决心，不破楼兰终不还！            ——河北事业部梁挺

今天我们和2021的荣誉说再见，今天我们和2022的目标做宣誓，我们坚信北方大区在领导

的带领下，全军团通过勤奋、努力和智慧，一定会取得圆满胜利！  ——北方大客户中心陈泽

2022年西北大区将会坚定贯彻和执行集团公司方针政策，齐心协力，团结奋战，迎难而上，

务必完成销售指标，为集团公司创新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新疆事业部李扬



同行者同路，同路者同心！2021年，面对创新转型挑战和内外部压力，"最美科远人”们坚韧向上，敬业争先创佳绩；

“优秀管理者”们先锋垂范，团结齐心可断金；"拼搏团队"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创佳绩；“最具影响力团队”创新突破，

业绩非凡铸辉煌；“廉洁自律团队”严于律己，清风正气促齐心。奖杯赠予，致敬榜样，激励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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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有序推进并完善人才梯队建设。面对突发全球物料采购异常，及时调度提前布局物料选型替代和设计改型工作，

有效解决核心物料的供货问题，顺利保障自主产品顺利生产和交付。

杭 哲  技术研究院  副总经理

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历经风雨二十载，我与科远共成长，科远助我成

才，我定不负所托，带领北方大区团队攻坚克难，为科远添砖加瓦！

李永明  北方大区  副总经理

“管理是严肃的爱”。爱需要滋润、呵护和奉献，看一个管理者怎样对待同事，那么通常他也会怎样对待客户，以身作

则、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将是我作为小团队管理者不懈努力的方向。

张志兴  华南事业部  总经理

2021年面对管控软件既有高增长压力，带领睿孜星交付团队圆满完成下达的各项任务，并加强人员培养和团建建设，有

效提高团队交付能力，新的一年坚持不断学习，相信也会带来不断提升的业绩。

高军  睿孜星  项目总监

2021年人力资源团队通过外部人才引进、内部人才选拔、员工学习发展等工作不断完善人才结构；2022年将聚焦干部

梯队建设和培养体系搭建，让更多有能力的员工才尽其用！

紧抓国产化替代重要机遇，我们已打造多个自主可控智能DCS样板工程；新的一年将持续优化管理，提升人均效率；协

作创新，打造核心竞争优势，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引领行业新发展！

葛志伟  控制系统工程中心  总经理助理

孙扉  人力行政中心  人力行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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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结构调整、智能制造业务深入，工业生产“无人化”势在必行，如何将一线操作工人从繁重、枯燥、恶劣的操

作环境解放出来，打造“黑灯工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挑战和机遇！

杨孝丰  冶金无人化市场部  部门经理

顾 坤  大数据分析部  部门经理
2021年在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方向持续发力，通过稳定、高效的低代码平台服务，为各业务方向提供技术保障，

培养出一批高潜开发人员。2022年致力打造更好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孙 锋  控制技术二部  部门副经理

2021我们团结一心，不惧疫情，努力拼搏，顺利完成大唐托克托2号机组自主可控改造任务，打造DCS国产化改造行业

新示范。2022我们将踔厉奋发，继续助力科远不断前行。

刘 军  山东化工销售一部  部门经理

驾驭命运的是奋斗，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日努力，只有奋斗的青春，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新

的一年我们以大化工市场突破为目标，为实现智慧化工业务高增长蓄力加码！

感谢公司给予的平台，让我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感谢领导给予的支持，让我有攻坚克难的底气。要向管理要利润，我相

信在全体科远人的不懈努力下，引领智慧产业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将始终阔步前行！

朱 贺  沛县生产运营部 部门经理

彰显才华横溢，喝彩明日辉煌。在未来的工作
中，在科远提供的平台下，我会带着这份荣耀，
再创佳绩。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即是肯定又是鞭策，让我更
加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突破自我，做一个有
理想，有能力的科远人！

李祥祥  安徽交付服务部

在科远每一天都在进步成长，我将积极践行科
远核心价值观，以全力提升科远的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为目标继续奋进！

  川渝销售一部  秦海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会再接再厉，团结协
作，追求卓越。爱拼才会赢，希望能与科远公
司共同成长！

福建销售部  邱日伦

感谢科远这个平台让我可以发光发热，尽职尽
责为客户，技术精湛干项目，我会继续为提升
公司区域影响力贡献更多力量。

宋泽星  河北交付服务部

入职公司近六年，我始终坚信，拼搏实现梦想，
坚持铸就辉煌，天再高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接
近阳光。

韩正玉  河北销售二部  

樊文杰  江苏交付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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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和科远一起成长，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在智慧工业领域不断探索，成为践行

者，相信付出总会有回报。

河南交付服务部  闫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科远

这个平台以及领导的支持下，22年我将继续

努力前行，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

 河南销售二部  任海燕 

荣誉的认可离不开公司、领导及同事的认可

与支持，今后将脚踏实地，再接再厉，希望

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意  武汉交付服务部

以客户为中心，我将竭力提供先进的解决方

案和优质的团队服务，助力客户驰骋数字经

济新时代，让业绩撒满齐鲁大地。

张鹏  山东化工销售一部

这份荣誉将转化成动力激励我继续为科远贡

献自己的力量，通过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助

力客户持续成功！

只要用心做好每件事，不管能不能得到他人

的肯定，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每件事的意

义需要我们每个人通过努力去加以定义。

刘志强  山西交付服务部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

将继续增强业务功底，把科远产品带入更多

企业，以优异的成绩迎科远三十周年！

  山西销售一部  王志超

感谢领导的认可与支持，我将化荣誉为动

力，披荆斩棘，不断攀登，永创佳绩，努力

开拓陕西化工市场新天地！

西安化工销售部  杨刚

从项目实施到市场营销，都是不断学习与奋

进的过程；坚持信念，信念会让你闪烁光

芒；向优秀看齐，你才能变得更加优秀！

陈德晖  广东销售一部

上善若水，润物无声；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以客户为中心，奋斗者为本，2022吾将

继续努力，创造价值，实现人生价值。

邝海波 江西销售部

在科远拼搏创业的氛围中，我将不断提高自

身竞争力，并为客户提供优质工控产品与方

案，做到“精进自己，服务他人”。

东南交付服务部  王光宗  

深耕浙江市场五年多，主导了众多新客户的

开发，期待在新的销售管理岗位上，带领团

队为科远攻城拔寨，再创辉煌！

 浙江电力销售部  赵睿豪 

匆匆五年，走齐鲁大地，跨祖国山河，赴异

国他乡，领千姿百态；感恩科远，予我成

长，创造智慧，一马当先。

何冬冬  华北无人化交付部

回首向来成长处,也有收获也有情。在以后的

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耕耘付出、满怀期

待，为实现自我和公司持续发展蓄力迸发。

陈可可  控制系统开发部

陈书峰  山东冶金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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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测试既是兴趣又是事业， 我会牢记

测试工程师工作职责与使命，为产品负责，

为百年科远奉献自己的力量。

系统测试部  王晨旭  

从校园到科远，十余年研发之路走来，见证

了科远和自己的成长，未来将在技术与产品

研发上争取更多突破，创造更大价值！

 智能测控开发部  耿在光

我有一个梦，也是自动化人共同的梦，那就

是中国自动化能够傲立世界，希望包括我在

内的科远人都能为之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杨山  化工控制技术部

跑得勤、跑的快，区域市场彻底摸排、目标

客户重点开发，个人业绩持续增长，我辈90

后誓为“百年科远”添砖加瓦。

李靖  化工销售部

回顾过往，扎实工作、锐意进取，落地DCS

改造示范。2022迎接新挑战，我将努力完成

样板工程建设及投运。

在电调这个和谐友爱、充满活力的团队，我

将把过去的成绩作为新的工作起点，以更高

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负领导、同事期盼。

徐仲新  山电调技术部

很荣幸获得最美科远人的称号，这是一份荣

誉，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激励，未来将再接

再厉，为公司、客户奉献自己的力量。

  电调技术部  何文杰

勇于担当，敢于奋斗，在后续工作中仍要不

断学习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客户满意

度，助推公司发展，实现个人价值！

液压技术部  王新宇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诸君共同为科远在

冶金、碳素、铝业等不同行业中开疆拓土，

实现百年科远贡献力量。

张正正  无人化技术部

新的一年整装待发，我将与帮助过我的同事

们共同进步，为公司的发展再添砖瓦，也祝

公司发展鸿基始创，骏业日新。

杨小伟 三维GIS技术部

作为科远人，牢记核心价值观，多从客户角

度出发，致力于解决客户的难点，让客户满

意，为公司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智能化设计部  施悦飞

立足建材市场，我定当全力以赴，秉承以客

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开拓建材市场，

扩大科远产品在建材行业影响力。

 建材自动化行业部  刘斌

张少岩  控制技术一部

走的很难的路实则在进步，未来将继续夯实

基础，砥砺前行，打造有实效、有实力的智

慧热网和运行优化产品模块。

李根  智慧产业技术部

个人立足于平台，公司、领导与每位小伙伴

的大力支持，未来我会继续勇往直前，团结

协作，挑战一切不可能！

翟爱丽  智慧城市技术部



从幕后到台前，我矢志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执

行机构产品价值与体验，保持热爱，奔赴山

海，开拓一方执行机构新市场。

我坚信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不简单，

2022激情满怀，无惧挑战，依然为公司微网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田生龙  磐控技术部

从技术到市场，始终秉承“我办事，客户放

心”，希望自己继续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

想、帮客户所需，打造离散行业新标杆！

  智能橡塑行业部  史陈诺

很荣幸得到这个荣誉，SycnPlant平台的进步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将继续努力，

团结协作，共创共赢。

管理软件平台开发部  杜长江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从初出茅庐到独当一

面，感谢公司提供的发展平台，我将继续砥

砺前行，为百年科远添砖加瓦。

史伟奇  离散和建材信息化行业部

感恩科远，愿与科远同舟共济，2022我将继

续发光发热，为科远事业的蓬勃发展尽自己

的更多的努力。

赵晓兵 睿孜星南京交付服务一部

感谢科远给我一个奋斗的舞台，让我可以在

南京立业。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忘初心

保持干劲，继续践行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睿孜星南京交付服务二部  王帅兵

过去，我们跨越巅峰，铸就奇迹；将来，我

们开拓进取，再创辉煌。不忘科远使命、牢

记科远价值观，为百年科远不懈奋进！

 睿孜星西安交付服务部  刘国锋

项目一线让我积累了丰富的交付经验，也收

获了用户的一致好评，这些都不断激励我再

接再厉，与科远同奋进。

李奇  睿孜星武汉交付服务部

立足科远工业互联网平台+厚重的业务流程沉

淀，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价值观，保驾客

户、与科远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邵灿  能源信息化市场部

陶家旺  智能装备销售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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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公司给予的认可与肯定，对于这个

荣誉我倍感珍惜，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努力

提升技能迎接新的工作挑战。

智慧城市设计部  袁沐

未来已来，让我们走出舒适区，到一线去，

直面挑战，通过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技

术、解决方案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智慧城市销售部  何彤

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未来的我将坚持做行

业最领先的产品，践行企业核心价值观，始

终与科远一同蜕变与成长！

刘伟  智能装备设计部

深耕能源市场，提升科远智能电动执行机构

市场影响力，砥砺前行，为科远百年大计贡

献自己的力量！

邹峰  智能装备销售一部



从一线接线员到一线生产管理者，角色的转

变是荣誉，更是责任，我将以更加努力、勤

奋的姿态，为助推公司发展竭尽全力！

承蒙认可，我将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蓬勃的斗志投身当前工作

中，为公司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吕伟  仓储物流部

作为产线的后勤，需要时刻保持一个谨慎的

心，以服务生产为目标，我也将继续保持并

努力给产线提供更好的服务。

 SMT车间  潘科青

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大而趋之，坚守在

项目发货工作的平凡岗位上，坚持做好每一

件小事，坚信付出总有回报。

计划部  余友家

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加入科远智慧并得到成

长，我将持续以提高财务工作的效率及准确

性为目标，为公司营运赋能！

陈娜  财务部

从人力资源管理，到交付管理，以新的角色

去探索价值，赋能破局，迎接新挑战，争取

新发展，在拥抱变化的过程中与科远双赢！

董文佳 交付管理部

心存感恩，励精图治，我将坚持质量管理原

则，以客户为中心，赋能生产，助力降本增

效，为百年科远贡献自己的力量。

质量管理部  杨健

作为销售和公司沟通的纽带，承上启下的使

命激励我成长，我将继续加强自身修炼，提

升视野格局，为销售赋能，为公司奉献。

 销售管理部  韩威

懂感恩、知回报，我将继续以诚挚和创新不

断提高后勤服务满意度，以高效率和责任心

做好园区运维，助力园区管理降本增效！

喻光荣  综合管理部

在科远，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就有回报。让

我们共同继续对标更高的目标、取得更新的

成功，为百年科远添砖加瓦。

王伟洲  智慧能源安生部

在科远我实现了从基层员工到主管岗位的转

变，新的一年我将一如既往的同更多科远小

伙伴一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灵璧生产运营部  蔡冬海

加入科远智慧宿松项目两年来，个人业务能

力和技术水平得到持续成长，希望自己能更

上层楼，为公司做出新的成绩！

宿松生产运营部  程正旭

吴雪  机柜接线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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