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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清洁能源车船分会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燃 气 汽 车 分 会
---------------------------------------------------------------------------

关于印发压缩天然气汽车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

2021 年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中交协清洁车船【2021】12 号

项目组各成员单位：

2021 年 5月 18日，CNGV 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在北京新国展 W101

会议室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经讨论原则同意《项目组 2019 年-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的建议》和《重庆地区开展高压 CNGV

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工作总体方案》。现将会议纪要、项目

组的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发给你们，请项目组各专业工作小

组按照分工组织落实 2021 年 CNGV 压力升级的各项工作。

附件：

1、CNGV 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 2021 年工作会议纪要

2、CNGV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2019-2020年工作总结和2021

年工作计划

压缩天然气汽车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清洁能源车船分会（代章）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燃气汽车分会（代章）

2021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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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压缩天然气汽车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

2021 年工作会议纪要

压缩天然气汽车（CNGV）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简称项目组）

于 2021年 5月 18 日在中国国家展览中心（北京）南厅W201 会议室

召开 2021 年工作会议。项目组 23 个成员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

（部分成员单位因公请假，并表示积极支持项目组工作）。会议由项

目组副组长饶川主持。会上，项目组组长姚明德汇报了“项目组

2019-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年工作计划的建议”，项目组副组长、

重庆地区 CNG汽车压力升级工作组（简称工作组）组长李静波汇报

了“重庆地区开展高压 CNGV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工作总体

方案”（简称《总体方案》），工作组副组长陈万应就此做了补充发言；

会议围绕项目组的工作总结和计划、《总体方案》进行了讨论，姚明

德组长做了会议总结。现将会议研究讨论的重点事项纪要如下。

一、会议讨论原则同意《项目组 2019-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建议》（注：此件会后已发给未参加会议的项目组成员征

求意见）。近两年来，在国家工信部和住建部等主管部门的支持下，

CNGV压力升级工作及时调整思路，加强试验研究工作，深入研究提

高 CNGV压力标准限值，取得新的进展。2021 年要以修改 CNGV压力

标准为主线，完成《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适应 BG50156

新标准的要求，修订CNG气瓶和加气站相关设备压力标准，举办 CNGV

压力升级专题研讨会，向国家工信部申请立项修改 CNGV压力标准，

开展高压 CNGV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工作；要总结经验，把

确保安全放在首位；要根据需要加强项目组自身建设，力争为 CNGV

产业技术升级做出新贡献。

二、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总体方案》。在重庆进行 35MPa CNGV

运行试验和试点示范工作拟分三阶段进行：首先在中国汽研专用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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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进行 CNGV运行性能试验研究；在此基础上在重庆市万州区开展

小规模试点运行；在成功试点后在万州区开展 35MPa工作压力（运

营车辆）的示范运行。会议认为，这项工作是项目组前期工作成果的

综合体现和实现 CNGV压力升级目标的关键；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主

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始终把确保安全摆在首

位。参会项目组成员对该项工作十分重视，表示积极支持，并对实施

提出了多项建议。据参会代表反映，北京天海和中材科技等单位已

经起草了工作压力 35MPa车用气瓶企业标准；重庆耐德、华气厚普、

四川金星、自贡通达、武汉齐达康、石家庄安瑞科等单位已经按照

CNGV压力标准提升至 35MPa的目标分别起草了压缩机、加气机、储

气装置等相关设备的企业标准，或研制产品。重庆工作组的陈杰、傅

相文、王世贵等参会领导和专家，都表示要不辱使命，努力做好

35MPa CNGV 实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工作。中国特检院邓

贵德通报了争取将“车用天然气核心检测设备研究”项目在国家市场

总局申请立项的情况。

三、项目组组长姚明德做了会议总结。他强调指出：2021 年是

CNGV压力升工作的关键一年，项目组所有成员单位，要再接再，团

结协作，互相支持，开拓新局面。根据项目组的工作计划和会议讨论

中提出的建议，对落实工作计划和工作分工提出以下意见：

1、“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工作，已经改为使用 70MPa

氢气瓶进行试验，对试验中遇到的新问题，课题组正在组织相关成员

单位研究解决，要争取在 6月份完成试验研究工作。

2、由气瓶组负责，尽快启动工作压力 35MPa CNG 车用气瓶企业

标准制定及研制工作，争取在 6月安排专题会议研究落实。

3、由加气站组负责，组织成员单位按照新修订的 GB50156有关

CNG加气站的压力标准，修订加气站储气设备、压缩机、加气机及其

它相关装置的企业标准，并研制相关产品；争取在 6 月（或 7 月）组

织专题会议研究落实。

4、由车辆组负责，组织开展 35MPaCNGV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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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示范工作。该项工作按照《总体方案》首先在重庆地区实施，在

成功进行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再在自贡和成都地区实施。

5、由综合组负责，组织研究起草向工信部申报修订 CNGV系列

压力标准的研究报告，力争在 7月份完成初稿。

6、由综合组负责，在 GB50156最新修订版颁布后，召开 CNGV

压力升级专题研讨会，加强压力升级宣传工作；并组织召开项目

组专题会议审核向工信部申请立专项修改 CNGV系列压力标准的研

究报告。

附件 2

压缩天然气汽车产业技术升级项目组

2019-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2019-2020 年的工作总结

自 2019 年以来，项目组在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坚持开拓创新，携手奋进，克服困难，为 CNGV 产业技术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做出了新的努力，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总结经验，争取政府支持，调整工作思路。

2018 年 4月项目组成立后，确定了推进 CNGV 压力标准升级的两

项重点工作，一是研究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限值，二是向国家主管

部门申请立项开展专项研究，争取政府支持。为此先后三次专题研究

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限值，确定按照将 CNGV 压力标准由现行 20MPa

以提高至 30MP 向工信部申请立项；并组织专门班子，先后两次专题

研究申请立项工作，于 2018 年 5 月底向工信部提交了《压缩天然气

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升级及应用研究》的立项报告，但由于多种原因首

次立项申请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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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首次申请立项的经验，项目组决定：2019 年提前向工信部

汇报提高 CNGV 压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工作情况，争取工信部的

指导和支持。为此项目组撰写了专题汇报材料，并于 2019 年 4 月下

旬由项目组副组长、中国汽研董事长李开国向工信部（装备司）做了

提高压CNGV压力标准的专题汇报，建议将CNGV压力标准由现行20MPa

提高至 30MPa，并立项开展研究工作。通过这次汇报，工信部装备司

（汽车处）知悉了项目组推进 CNGV 产业技术升级所做的努力，明确

表示：（1）赞同并支持 CNGV 提高压力标准，并建议将压力标准由现

行 20MPa 提高至 35MPa：（2）提高 CNGV 压力虽难以立项开展专题研

究，但工信部支持汽车标委和有关机构申请立项修改相关标准；（3）

CNGV 压力标准无论提高到 30 或 35MPa，都要进行专题研究论证，并

提交研究报告。

上述意见表明：工信部（装备司）支持提高 CNGV 压力标准，并

指明了工作方向和重点。项目组据此调整了推进 CNGV 压力升级的工

作思路，决定把重新研究确定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限值作为首要任

务，通过开展试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积极争取向工信部申请立项修改

CNGV 相关标准。经过两年来的努力，CNGV 压力升级已逐步进入了修

改相关标准的阶段。

二、立专项开展《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

根据工信部（装备司）的上述意见，2019 年 5 月项目组研究决

定：将开展《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以下简称《试验研

究》）作为突破口，开展提高 CNGV 压力标准限值的专项研究。为此，

2019 年 6 月中旬项目组在中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召开了《CNG 气

瓶充气压力试验研究》专题会议，成立了由全国气瓶标委牵头，中国

汽研、自贡通达、中材科技、重庆耐德和重庆特检院等 12个单位（目

前已增至 14个单位）参加的课题组，自筹经费，立项开展《提高 CNG

气瓶工作压力试验研究》。课题组成立后，成员单位团结合作、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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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精心准备，于 2020 年 7月 22 日正式启动试验研究工作，并取

得第一组数据，为修订 BG50156 CNG 加气站的标准提供了试验依据。

在试验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审定试验研究方案和

大纲，研究解决试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自贡通达作为课题主要承担

单位，会同自贡信融能源研究提出了试验研究实施方案和试验大纲，

组建了试验工作组，自制或采购了高压储气罐、压缩机和压力、温度

和压力仪表等试验设备，组织专门班子负责试验操作和数据采集等工

作，并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稳妥处理了试验中发生的漏气问题；中材

科技提供了试验用 35MPa 氢气瓶，重庆耐德提供了高精度电子秤，辽

宁美托提供了35MPa备用氢气瓶，江苏国富氢能提供了70MPa氢气瓶，

沈阳斯林达、丹阳阀门厂提供了仪表和阀门；课题组组长单位全国气

瓶标委、副组长单位中国汽研和重庆特检院等单位提供了技术指导和

支持，积极协调和帮助解决试验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该项试验

研究原计划在 2020 年底前完成，但由于疫情和发生漏气等意外因素

的影响，试验研究被迫延期。为提高试验研究的安全性，在江苏国富

氢能等单位的支持下，下一步的试验研究将改用 70MPa 的氢气瓶，目

前课题组正在积极协调解决使用新气瓶开展试验遇到的新问题，争取

在今年 6 月底前后完成本项试验研究工作。

三、配合 BG50156 的修订开展 CNG 加气站压力标准限值的研究。

修订CNG加气站压力标准是提高CNGV压力标准的重点目标之一。

2020 年 6 月 12 日住建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国家标准《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要求在 7月 12 日前提交反馈意见。该项标准（征求意

见稿）在“BG50156 编写组”的大力支持下，将提高 CNG 加气站的压

力标准纳入本次标准的修订，并按照将 CNGV 压力标准提升至 30MPa

（注：这是项目组 2018 年确定目标）的建议，修订了 CNG 加气站储

气装置、压缩机和加气机的压力标准。这一方面充分表明住建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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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定额司）对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重视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却遇到

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标准（30MPa）与工信部（装备司）建议提高至

35MPa 不一致；二是按照项目组的工作计划，须在完成《CNG 气瓶工

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研究确定提高 CNGV 压力标准限值后，再正式

提出 CNG 加气站压力标准的建议，可是如果按此计划实施显然就错过

了这次修改 BG50156 的难得机遇。为配合 BG50156 的修订，抓住机

遇，加快推进 CNGV 压力升级，项目组决定：集中精力，克服困难，

依靠项目组成员的集体智慧，在较短的时间内科学合理地提出修改

CNG 加气站标准的建议。为此，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及时提出建议，争取开展研究的时间。

项目组于 2020 年 7 月 7日向住建部办公厅提交了《对<汽车加油

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的修改建议》，要求延期提交修改 CNG 加气站压

力标准建议，并得到“BG50146 编写组”和住建部（标准定额司）的

理解和支持。

（二）派出专家参加 BG50156 送审稿审查会，专题汇报对修改

CNG 加气站标准的初步研究成果。

中国石化受住建部委托于 2020 年 8 月 26-27 日在成都召开《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送审稿审查会。为充分反映项目组对提

高 CNG 加气站压力标准的意见，经沟通协商，应中国石化邀请，项目

组派陈万应（中国汽研高工、中国汽车标委会燃气汽车分标委会副秘

书长）、陈嘉宾（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李斌（中国气

瓶中心主任助理，代陈杰副院长参会）、邓成燕（四川金星工程部部

长，代吴涛副总裁参会）4 位代表参加审查会，其中，陈嘉宾作为《标

准送审稿》审查专家参会，并代表项目组在会上做了题为《提高 CNG

储气设施和压缩机压力限值的研究》的发言，建议：将 CNG 加气站的

储气装置、压缩机的压力标准提高至 40MPa，将加气机的工作压力标

准提高至 35MPa。这一建议的依据是：（1）工信部建议将 CNGV 的压

力标准提高至 35MPa；（2）全国汽车标委会燃气汽车标委会经讨论建

议 35MPa；（3）根据前期研究，提高至 35MPa 技术可行。审查会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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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讨论决定：由项目组对 CNG 加气站储气装置和加气机压力标准限值

继续进行专题研究，并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提交研究报告和建

议。

（三）组建专题小组研究提高 CNG 加气站的压力限值，并提交研

究报告。

根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送审稿审查会”的要求，

为按时提交研究报告和建议，项目组研究决定：成立由 6 人（姚明德、

张保国、陈万应、陈嘉宾、邓贵德、王义官）组成的专题研究小组，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CNG 加气站储气设施、压缩机和加气机

压力限值研究》（简称《CNG 加气站压力限值研究》）的专题研究工作，

并撰写研究报告。专题研究小组根据项目组前期的研究成果、工信部

（装备司）的建议和全国汽车标委会燃气汽车标委会的意见，以30MPa

和 35MPa 为重点，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开展了研究工作。专题研究

小组研究编写的《<CNG 加气站储气设施、压缩机和加气机压力限值

研究>的研究报告》，先后四次征求意见（最后一次书面征求意见，由

各单位填表加盖单位公章回复）、经 5 次修改定稿，集中体现了项目

组各单位及专家的智慧和意见，除 1 人弃权外，全部赞成将 CNGV 压

力标准提升至 35MPa。据此，项目组正式提出建议：将《汽车加油加

气加氢站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第 8.1.13 条“固定储气设施的

额定工作压力不应大于35MPa”修改为“不应大于40MPa”；将第 8.1.21

条第 2 款“加（卸）气设备额定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30MPa”，修改为

“不应大于 35MPa”。

2020 年 11 月 24-25 日，中国石化受住建部委托在成都召开第 2

次“《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送审稿审查会”。会议印发了项

目组提交的《<CNG 加气站储气设施、压缩机和加气机压力限值研究>

的研究报告》，并讨论通过了项目组的上述建议。目前修改后的《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已上报住建部待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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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提高 CNG 运输车压力的研究。

提升 CNGV 压力标准是一个系统工程，适当提高 CNG 运输车气瓶

的压力标准有利于提高 CNG 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促进 CNGV

产业技术升级。为此，项目组在 2020 年 1月 14 日在北京举办了首次

“提升 CNG 运气车压力研讨会”，全国气瓶标委、石家庄安瑞科、北

京中燕、中材科技（成都）、北京天海、中国气协燃气汽车分会等 15

个单位参加会议，围绕提高 CNG 运输车压力和运输效率开展了讨论交

流。但由于多种原因，提高 CNG 运输车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五、项目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

2016 年 12 月首次开会研讨 CNGV 压力升级时有 21个单位参加，

2018 年项目组成立时有 26个单位参加，截至目前项目组成员单位已

经增加至 39个，涵盖了 CNGV 产业链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设计、企

业、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这为加快推进 CNGV 压力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通过两年来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点体会：

（一）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努力，积极争取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

是推进 CNG 压力升级的基本保证。项目组是由两个行业协会组织会员

单位、以促进 CNGV 产业技术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会员企业探索创

新发展途径为目标的联盟性质的组织；是一个任务自定、经费自筹、

工作自愿、高度自觉的社会公益性非法人机构；所有工作都要依靠成

员单位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都需要争取有关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自项目组成立以来，每一项工作都是成员单位和专家们无私奉献、大

力支持的结果。例如，项目组得到全国气瓶标委、汽车标委、《国标

50156 编写组》和中国汽研、中国特检院等单位的支持，进而得到国

家工信部、住建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的支持；在自贡通达开展《CNG 气

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的专家、人员、设备和经费都是课题组成

员无私支持的，许多专家都是无偿为项目组提供服务的，可以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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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成员和专家都是发扬雷锋精神来参与项目组工作的。项目组几年

来形成了雷锋精神和优良传统，今后随着压力升级工作的深入和扩

展，我们务必要继续发扬和依靠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在自贡通达试验研究中发

生的 CNG 泄漏使我们深感：确保安全是推进压力升级的前提。感谢成

佳加气站的值班人员稳妥处理了的 CNG 泄漏问题，避免了可能发生的

灾害和损失。所以，在 CNGV 压力升级所有的实际操作中，都要把安

全放在首位，加强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制定必要的安全制度和

措施，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各类操作。

第二部分：2021 年的工作计划

2021 年项目组要以修订 CNGV 系列标准为主线开展工作。在国家

住建部发布新的《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后，重

点转为向国家工信部申请立项修改 CNG 整车和气瓶、发动机等多项配

套装置标准的修订，但这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1）完成《CNG 气

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并提交研究报告；（2）完成 CNG 气瓶的标

准修订工作并提交新标准；（3）完成《CNGV 压力升级标准限值的研

究》（暂定名）并提交研究报告。鉴此，项目组在 2021 年要重点抓好

以下工作：

一、完成《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试验研究》。

这项研究是提高CNGV压力标准的基础性研究，直接影响提高CNGV

压力标准的整体工作进程，目前已成为推进 CNGV 压力升级的关键环

节。课题组要总结经验，加强协调，对采用 7OMPa 氢气瓶开展试验研

究遇到的问题逐项研究解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在今年 6月底

前后完成试验研究工作，提交试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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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 CNG 气瓶压力标准的修订。

要根据推进 CNGV 压力升级工作的需要，及时组织修订 CNG 气瓶

标准。气瓶组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气瓶标准的的修订工作，并组织

项目组的气瓶企业和科研及监管机构，在 7 月（或 8 月）底前完成

CNG 气瓶企业标准的修订，为 CNGV 整车试点和示范运行提供标准支

撑；在此基础上，争取在年底前后向国家气瓶标委提出 CNG 车用气瓶

行业或国家标准的修订建议。

三、完成 CNG 加气站相关设施的压力标准的修订。

新修订的《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BG50156）预计将在

2021 年 7 月前后发布实施，这为提高 CNGV 系统的压力标准提供了新

的支撑和依据。加气站组要组织有关成员单位，根据 CNGV 压力升级

工作的需要，及时修订 CNG 加气站的储气装置（设施）、压缩机、加

气机等配套装置（设施）的标准。要在近期（6-7 月）根据进行提高

CNGV 压力标准整车运行试点示范的需求先组织修订企业标准；然后

在整车试点运行的基础上，再研究提出修订行业或国家标准的建议。

四、向国家工信部申请立项修改 CNGV 压力标准。

成立由综合组、气瓶组、车辆组和加气站组的部分单位和专家组

成的课题组，采取统一研究大纲、分别结合本专业开展研究的方式，

完成《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限值研究》（暂定名）工作，并争取在 8

月底前后提交研究报告。在完成本项研究和《CNG 气瓶工作压力提升

试验研究》、完成 CNG 气瓶标准修订工作的基础上，向国家工信部专

题汇报并申请立项修改 CNGV 整车和相关标准。

五、开展高压 CNGV 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工作。

完成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修订、实现新标准 CNGV 汽车的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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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必须进行 CNGV 整车运行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

（一）成立“重庆地区 CNG 汽车压力升级工作组”（简称“重庆

工作组”）。为充分发挥重庆地区发展天然气汽车、开展 CNGV 压力升

级工作的优势，项目组决定成立由中国汽研院牵头、由 11 个单位组

成的“重庆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 CNG 整车提高压力标准的性

能试验研究和试点示范运行。重庆工作组要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

工作分工，并积极稳妥推进。

这项工作要求高、投资多、难度大，既是项目组全体成员辛勤工

作成果的集中显示，也是全体成员的共同任务，需要全体成员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例如：开展整车性能运行试验研究，需要解决试验车辆、

车用 35MPa 气瓶和车辆加气等问题；试点示范需要使用 35MPa 的 CNG

气瓶和压缩机、加气机等对车辆和加气站进行压力升级技术改造等。

这些新需求和新问题都需要项目组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共同奋进来解

决。

（二）调整“CNGV 压力升级西南地区试验研究”工作安排。2018

年项目组确定提高 CNGV 的压力限值为 30MPa，决定按此标准在自贡

通达和四川金星进行实车运行试验，并分别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根

据 CNGV 的压力标准将升级至 35MPa 的新情况，项目组决定：先在重

庆进行“CNG 整车提高压力标准的性能试验研究”和“CNG 汽车提高

压力标准的整车运行试点”，在此基础上再适时在自贡通达和四川金

星开展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试点和示范运行，并根据需要对“CNGV

压力升级西南地区试验研究工作组”进行调整。

六、积极探索提升 CNGV 经济性的新途径，增强竞争力。

提高 CNGV 的压力标准，将增加气瓶和整车制造、加气站改造及

运行的投入和成本，有可能会影响高压 CNGV 的推广应用。为此，要

加强对 CNGV 提升压力标准经济性的测算分析，通过多种途径降低提

高压力标准的投入，提升气瓶、车辆和加气站的经济性能，增强 CN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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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力。例如，采用 CNG 单燃料高性能发动机和先进节能减排

技术，以提升车辆动力，气耗降低；继续研究提高 CNG 运输车气瓶压

力标准，并适时开展试点，以促进 CNG 运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积

极探索降低高压气瓶价格的新途径，包括四型瓶的推广和玄武岩纤维

缠绕气瓶的研发应用等。

七、举办提高 CNGV 压力标准的专题研讨会。

在住建部发布新的《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BG50156）

后，结合向国家工信部申报立项修改 CNGV整车及相关标准，联合有

关单位（机构）举办“提高 CNGV压力标准研讨会”（暂定名），围绕

提高 CNGV压力标准的理论研究、压力限值、标准修订、示范推广、

扶持政策等深入进行研讨，加大对提高 CNGV压力标准的宣传力度，

以集思广益、总结经验、增强信心、加快 CNGV压力标准升级的进程。

八、加强项目组的自身建设。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根据项目组成员（单位和个人）的工作变化，

及时按照程序进行组织调整，并在组内通报；根据工作需要对相关专

业小组进行调整充实，并增加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加强项目组内部沟

通协调。建立工作简报制度，通过微信群和邮箱每月发送一期工作简

报，通报重点工作和信息，交流工作经验体会。三是充分发挥项目组

各专业小组功能，项目组的工作计划将按照专业分工分别落实到每个

专业小组。四是研究建立贡献奖励制度和大事记。对为提高压力标准

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荣誉奖励，并记入大事记。

2021 年是推进 CNGV压力升级进程中的关键一年，工作任务重，

难度大，在实践中将会遇到难以预见的困难。我们要认清形势，增强

信心，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开创 CNGV压力升级的新局面，为 CNGV

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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