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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的第一天即交付一艘21万吨纽卡斯尔型
散货船“ALPHA TROPHY”号，该船由外高桥造船
自主研发设计，是一款技术性能领先、绿色环保节
能、深受国内外客户肯定的明星产品。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刚刚实现
2021年完美收官，外高桥造船又
马不停蹄、无缝衔接交付一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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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vdNJeLmG2PN_Ag4n4KC10Q


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已于今年10月18日外高桥
造船实现了全船贯通的里程碑节点，全面转入全船内装工程新
阶段，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大型邮轮建造领域取得了重大突

破。外高桥造船与海克斯康PPM联合开发的“三维一体化”设计
软件在全船的成功应用，这在全球属于首创，成为了中国首制

大型邮轮建造过程中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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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uuR2miaIwxD2jwXWzsCXtg
https://mp.weixin.qq.com/s/xZIY-BjocCPAulyjrwakwg
https://mp.weixin.qq.com/s/xZIY-BjocCPAulyjrwakwg




1月4日，为裕民航运与
英美资源（AASPL）建
造的19万吨双燃料散货
船H1543与H1545开工
仪式顺利举行。

1月24日，公司3600
吨驳船重大改造工程
A2026正式开工。

3月2日，为新加坡英美
资源（AASPL）建造的
19万吨双燃料散货船
H1546与H1547开工仪
式顺利举行。

开工 在建产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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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AGYKG0_rxf-WNvUs7PPyDA
https://mp.weixin.qq.com/s/eR4qNnN9k_ib2yBv73vdxQ
https://mp.weixin.qq.com/s/ZuZ-3V4TNQriGG8PJf4sVQ


1月22日，为交银租赁
建造的11.9万吨阿芙拉
型双燃料成品油轮
H1536船、为日本三德
（Santoku）公司建造
的 21 万 吨 散 货 船
H1529船顺利出坞。

2月12日，为交银租赁建造
的11.9万吨双燃料成品油
轮H1538/H1539同日举行
了下坞仪式。

船坞 在建产品动态

3月14日，公司自有的
3600吨驳船重大改造工
程A2026在公司搭载部
2#坞正式下坞建造。

10

https://mp.weixin.qq.com/s/f5c13EkiSLIm7tAFMctI9w
https://mp.weixin.qq.com/s/2A_uHb2zpDDe5-5Bs8w7bA
https://mp.weixin.qq.com/s/-MsfUwEal6jHlKyy0clVbw
https://mp.weixin.qq.com/s/-MsfUwEal6jHlKyy0clVbw
https://mp.weixin.qq.com/s/2A_uHb2zpDDe5-5Bs8w7bA
https://mp.weixin.qq.com/s/f5c13EkiSLIm7tAFMctI9w


21万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试航凯旋

码头 在建产品动态

3月3日，公司为新加坡EPS航运公司建造的15.8万吨苏伊士
原油轮H1527船顺利试航凯旋，靠泊公司两号码头。

15.8万吨原油轮H1527试航凯旋

2月18日，春节后开工仅两周， 21万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
H1526顺利试航归来，拉开外高桥造船新一年的生产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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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z6KTJDcFuPKGpE-033CDrQ
https://mp.weixin.qq.com/s/1GAh0QhDvRZs3ZUo5BFXmA
https://mp.weixin.qq.com/s/z6KTJDcFuPKGpE-033CDrQ
https://mp.weixin.qq.com/s/1GAh0QhDvRZs3ZUo5BFXmA


1月3日，外高桥海工建造的H1529、H1536船上建
陆续装船完毕。

产品交付 在建产品动态

>>                                 <
“庆元旦”上建双交付
“迎新年”岁初展风彩

H1529船上建是外高
桥海工为日本三德船
舶株式会社建造的第
一座21万吨系列散货
船上建。

H1536船上建是外高
桥海工为交银租赁建
造的首制11.9万吨阿
芙拉型双燃料成品油
轮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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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OoqYUA3HF88uylbrbpog0g
https://mp.weixin.qq.com/s/OoqYUA3HF88uylbrbpog0g


山
东     

复
兴
号

WAIGAOQIAO SHIPBUILDING

1月11日，公司联合中国船舶工
业贸易有限公司为国银租赁建造
的21万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山
东复兴”号顺利交付。该船是外
高桥造船进入2022年以来交付
的第三艘船，同时也为三方在新
年的进一步合作拉开序幕。

21万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
“山东复兴”号顺利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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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chinasws.com/component_news/news_detail.php?id=2273


第三艘世界独创 “通用型 ” FPSO交付

1月21日，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联合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为
荷兰SBM OFFSHORE公司建造的第三
艘世界独创的Fast4Ward® “通用型”海
上浮式生产储油船MPF3签字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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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pN_lhiDecYKSBa8JuewLg


全球首艘纽卡斯尔型双燃料
动力散货船交付

1月28日，为新加坡EPS公司建造的全球
首艘20.9万吨纽卡斯尔型双燃料动力散货
船“碧玺山”轮顺利签字交付，标志着中国
船舶工业在大型散货船设计建造领域正式
迈入“双燃料”时代。 15

https://mp.weixin.qq.com/s/e3Wbixt1PEVtp1mt0cDRIQ


3月3日，公司联合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为国银租
赁量身订造的中国首艘21万吨纽卡斯尔型升级版智能散
货船“山东新时代”号命名交付。中国船级社为该船特别颁
授“智能船（智能机舱、智能能效）及船舶网络安全
（S）”附加标志证书，“山东新时代”号就此成为CCS认
证的我国首艘获得网络安全船级符号的大型散货船。

智能“反黑客”散货船交付首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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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U8hAvrHjN-gV_ztZgkzYQQ




1月24日，公司举行大型
邮轮预制舱室登船装置和
7#风雨棚第三层钢平台项
目启用仪式

2月24日，H1508预制
舱室生产车间开工

2月28日，国产首制大
型邮轮天幕顺利吊装

2月28日，H1508首
批预制舱室顺利推舱

邮轮 动态 | 即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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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686-tmQ_1mn6kFD0C4dxHQ
https://mp.weixin.qq.com/s/cwvfEpNdtoZN5qwgfhOBYQ
https://mp.weixin.qq.com/s/ZmeUQOcPrXuuyeYXDlDawA
https://mp.weixin.qq.com/s/gDhfkw9rOxxUxWv0H7Zanw


3月3日，大型邮轮首批船
员舱室区域天花预封板检
验完成

邮轮 动态 | 即刻关注

3月8日，国产首制大型
邮轮中控系统调试启动

3月14日，大型邮轮JA14
船员餐厅围壁板预封板开工

19

https://mp.weixin.qq.com/s/kUJEzl-lKB0qsSp04B4xLw
https://mp.weixin.qq.com/s/oQVmz785HJsmMqZdtgNpfQ
https://mp.weixin.qq.com/s/dZwHsp82jMyhrOZUYSyiqw


在首制大型邮轮薄板分段建造过程中，方学华带
领团队研发推进了60余项新工装工具应用，获得
20多项专利认证，不断提升薄板分段建造工艺技
术水平。

邮轮 小故事 | 点击聆听 

本集邮轮小故事为
大家带来方学华及
其团队，在首制大
型邮轮建造过程中
开展工艺工装创新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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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bnMjAIMbbm3pZ2s4s3qWig
https://mp.weixin.qq.com/s/bnMjAIMbbm3pZ2s4s3qWig


薄板中心是用于邮轮薄
板平面分段专业化制作
的配套车间，车间内配
置了工艺设备 376台
（套），引进了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薄板分段建
造流水线，采用了激光
复合焊、机器人焊接等
多项新工艺。

邮轮 小故事 | 点击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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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edM4WFzZuoXSUODREZu_jg
https://mp.weixin.qq.com/s/edM4WFzZuoXSUODREZu_jg
https://mp.weixin.qq.com/s/edM4WFzZuoXSUODREZu_jg


邮轮 纪实片 | 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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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NwgtjKST8IzSlhTYvoYvTA
https://mp.weixin.qq.com/s/NwgtjKST8IzSlhTYvoYvTA




1月20日，在新春佳节来临前夕，中国船舶集团
党组成员、总会计师贾海英来外高桥造船生产一
线看望慰问困难党员。

中国船舶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
师贾海英来公司慰问困难党员

走 心 暖 心新 春 关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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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97Z-uiFP6HwBxDihIjqKg


临近2022年春节，公司持续巩固深化“我为群众办
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公司领导深入部门、作业
区、班组科室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职工
和一线工作人员送去寒冬的温暖和新春的祝福。

公司2022年新春送温暖活动

走 心 暖 心新 春 关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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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h6V5HaNJevbvEW8vZHsx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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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KXf_ScomS5_q_IOBlYNqDA
https://mp.weixin.qq.com/s/99cD2FULhXf3jf7VZuHsPw
https://mp.weixin.qq.com/s/F1l8myZh3LlDq9IVDrsVqA


3月8日中午
公司“三八”妇女节活动
活动特邀请职场形象管理专家
和芳香自然疗法讲师授课
吸引了29个分工会
72名女职工热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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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MAMfOqNG35yPmgduupJmVQ


以全国第59个“3・5学雷锋”纪念日为契机，公司于
3月5日前后广泛组织开展以“弘
扬雷锋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为
主题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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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BVXua2GMHrAzBUZtu-knFQ




公司企划部联合信息部筹备已久的一体化资产管
理系统终于初现雏形。从2021年4月至今该系统
的主要模块已基本开发完毕，固定资产转固已正
式上线：该模块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整个资产管理
系统基础流程的打通，从而实现真正的“活帐”
——全部资产信息的可视化管理、全线覆盖各项
资产管理流程的线上操作等。

资产管理系统新升级S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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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tvGok-XaEeumVjj80o8X_g


        邮民海三件套SWS

再次同坞并造

2022年3月11日 
邮、民、海三件套 
再次聚首二号船坞 ！

2021年1月29日 
在外高桥造船二号船坞内 

邮轮、民船、海工三型产品同坞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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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P3RI3YQw_54JhyQRGmjMTA




公司荣获“2021工赋上海年度
风云领军企业” 称号

2021年“工赋风云榜” 
工赋上海评选活动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公司荣获
“2021工赋上海年度风云领军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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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WoZtLSGNjuz7_2tV7nehrw


外高桥造船主编
首个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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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dr0wmFEvdfWaZAbIeAm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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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jysATCFBmzCVNyb49ryHMw
https://mp.weixin.qq.com/s/vC0sf22Ts3sojMGtSM-VyA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谢文澜一行上海市科委副主任谢文澜一行
来外高桥造船调研来外高桥造船调研

1月19日下午，上
海市科委副主任谢
文澜一行到外高桥
造船进行调研。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陈刚，副总经理金余、科创总监张学辉热情接
待并陪同调研。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劲军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劲军
到外高桥造船调研到外高桥造船调研

2月25日，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市委外
宣办（市府新闻办）
主任胡劲军一行到外
高桥造船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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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DyB7eYmNLGrJZTHX_0NyBg
https://mp.weixin.qq.com/s/DyB7eYmNLGrJZTHX_0NyBg
https://mp.weixin.qq.com/s/WyfaSbUEqhvDJutZJ7xPhw


中国船舶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雷凡培到公司调研
3月5日，中国船舶集团党
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到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上海外
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实地
调研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内
装工作，并亲切慰问周末
加班的工人和公司生产和
安全部门管理人员。

3月10日，中国船舶集团
外部董事秦焕明在集团公
司会办公室专务郭庭彬陪
同下到外高桥造船开展调
研，外高桥造船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琦、总会计
师陈琼、董事会秘书江一
娜参加调研。

集团外部董事秦焕明到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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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sOvPtQXLJ04vf3hnGOEuMQ
https://mp.weixin.qq.com/s/CtoFz6nSKVzZ2CCmd2xBuA


2022年度2022年度
经营策略发布会经营策略发布会

2022年是“十四五”深化
之年，也是推动公司
“邮轮引领、一体两翼”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年，为推动实现年度总
体目标，外高桥造船、
外高桥海工、外高桥造
船海洋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分别召开2022
年度公司级与部门级经
营策略发布会。

外高桥造船

外高桥海工

海工项目公司
39

https://mp.weixin.qq.com/s/6B6FIcwn8n6mqek19d3l8Q
https://mp.weixin.qq.com/s/Ns-6ZhC1CYuKGKUePqliiQ
https://mp.weixin.qq.com/s/6bv4xWp8j71gHpP-euGu8g


2月25日，公司联合中国
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与
中联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举
办了2艘7000TEU集装箱
船的签约仪式。随着本项
目的签约，外高桥造船手
持该型船订单累计达到30
艘，成为公司又一个批量
化建造的国际品牌船型。

3 月 11 日 ， 公 司 联 合 中 船 贸 易 与 泰 国 船 东 RCL
（Regional Container Lines）通过云签约形式签订
2艘7000箱集装箱船造船合同。该项目的签约生效，
公司手持该船型订单累计达到32艘，占据细分市场全
球第一的位置。

公司屡获7000箱集装箱船订单公司屡获7000箱集装箱船订单

40

https://mp.weixin.qq.com/s/lwqGOUH39uXTcyBbbVEtPw
https://mp.weixin.qq.com/s/G5SrQjr0c2EE0M4IRncx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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