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记者 李 洁 报道

本报讯 宝钢发展党委将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纳

入党委 2017年度重点工作袁目前共完成了 8家直属党
组织和 37家基层党支部的换届工作袁做到了野应换必
换冶袁进一步加强了党组织建设遥

为抓好换届选举工作袁宝钢发展党委专题研究换
届选举工作方案袁 公司党委组织部分类提供模板袁建
立党组织按期换届提醒督促机制袁 严格执行审批环
节袁强化定期过程跟踪和指导袁组织实务培训袁集中宣
贯换届流程等要求袁确保换届选举程序规范严谨遥 同
时袁宝钢发展把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与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袁围绕换届选举大力开展党内
纪律规章的宣传教育袁加强先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

宣传袁增强党员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袁积极营造浓厚
的政治氛围遥

宝钢发展各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袁 提出了进一步
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遥 制造服
务事业部党委提出层层压实各级责任袁 切实加强基层
党建袁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遥源康物业党委提出着力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袁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遥 宝钢发展机关党委提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袁 在公司转型调整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遥 置业公司党总支提出认真推进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袁完善党建工作体系袁提升党建工作质量遥

宝钢发展党委要求袁 各基层党组织要以换届选举
工作为抓手袁扎实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袁严格党员日
常教育管理袁 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
障尧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遥

宝钢发展认真推进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姻特约记者 王友农

刚刚过去的 2017年袁 对于武
钢集团来说是砥砺奋进的一年遥 圆
月份袁主营钢铁业的武钢股份通过
换股袁吸收合并进入宝钢股份遥 武
钢集团全面梳理现有产业袁开始了
聚焦向外尧转型发展的新征程遥

一年来袁武钢集团积极落实中
国宝武决策部署袁全面融入中国宝
武战略管控体系袁紧扣野聚焦向外尧
经营成长尧价值创造冶发展主线袁坚
持深化改革袁坚持赋能清障袁稳中
求进袁开局良好遥 2017年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361亿元尧 经营利润 36
亿元袁EVA 由负转正袁超额完成年
初中国宝武下达的年度经营目标遥

求变，
发展活力正向集聚
宝武联合重组之初袁按照中国

宝武统一部署袁武钢集团开始聚焦
新的产业板块遥

一年来袁武钢集团通过形势任
务宣传尧野领航计划冶尧 高级经营管
理者研修等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化
紧迫感尧危机感为责任感袁积极支
持改革袁全力推进改革袁在思想上尧
行动上实现了从怕变拒变到思变

求变袁改革观念深入人心遥
一年来袁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

制改革袁强化正面激励袁推行增量
分享袁加大培训开发力度袁注入更
多动能袁 企业发展活力开始正向
集聚遥

一年来袁各产业单元坚持以市
场化为方向袁在痛苦中转型袁在服

务中升值袁 涌现出一批服务市场尧
服务客户的优秀典型袁 讲服务尧闯
市场越来越得到推崇和青睐袁武钢
集团上下市场化理念日渐巩固袁服
务意识不断增强遥

经过一年的改革实践和经营

发展袁 企业效益大大提升遥 公司
2017年同口径比上年增利近 40亿
元袁二级子公司全部实现盈利遥 年
初确定的职工收入同向同步增长

目标得以顺利实现遥

求新，
产业发展破题前行
2017年袁武钢集团积极创新袁

大力推进内部专业化整合袁 新城
市新工业服务业聚合发展尧 破题
前行遥

走专业化统一管理尧统筹开发
的道路袁组建不动产中心遥 全面梳
理不动产家底袁首次厘清公司不动
产数量尧类型及产权关系遥 一批重
点项目陆续启动袁积极策划武钢紫
光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袁项目获得省
市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曰加大城市开
发运营领域战略性合作袁合作开发
汉阳钢厂地块取得实质性进展袁整
体开发规划获得武汉市政府高度

认可曰与招商蛇口尧青山区组建三
方合作平台袁共同参与青山区三旧
改造曰启动与招商蛇口合作建设东
湖高新产业园遥

整合发展绿色城市产业遥加大
内部专业化整合力度袁在原建工集
团基础上袁工程设计尧节能环保尧园
林绿化等资源得以集聚袁组建武钢
绿色城建袁打造绿色城市产业专业

化平台遥 推进野产融结合冶袁发起设
立武钢绿色城市产业投资基金遥绿
色城建成功中标六安市黑臭水体

整治等 PPP项目遥 全年实现利润 1
亿元袁同比增长 1.6倍遥

培育健康养老产业遥整合公司
医疗养老资源袁 组建楠山康养公
司袁明确医养结合尧高端养老的发
展路径袁积极推进与国内外知名企
业合作遥 年内实现了大冶医院尧汉
钢医院的专业化托管袁迈步野互联
网+养老冶进社区工程袁社区地位日
渐巩固遥

2017年袁各主要产业单元抢抓
机遇袁经营能力和经营绩效大幅提
升遥 鄂钢抓住行业回暖有利契机袁
销售价格跑赢大盘袁吨材利润跑赢
大市袁全年实现利润 12.5亿元遥 资
源集团推进大冶铁矿深部开采接

续项目和程潮铁矿选厂迁建项目袁
国内板块实现利润 1.3亿元遥 工技
集团聚焦工业智造尧 智慧城市尧软
件三大业务袁 实现利润 1.25亿元遥
江北公司以瘦身促发展袁历史首次
实现经营利润为正遥物流公司重点
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港口物流

业务袁青山港区尧阳逻码头全年作
业量分别较上年增长 66%尧90%袁通
过国家 5A级物流企业评审遥 城服

集团实施全员营销袁各业务板块均
实现盈利遥 耐材公司提升野总包服
务+产品制造冶两个能力袁稳住内部
市场的同时竞得印度 JSPL 钢厂 8
套转炉耐材总包项目遥

同时袁 加大两地整合融合力
度袁 在中国宝武范围内积极推进
专业化整合和协同发展遥 根据中
国宝武野一基五元冶战略和武钢集
团转型定位袁 推进武汉与上海两
地产业协同融合袁 第一批重点分
类推进的17个项目实现协同收益
近亿元曰四季度袁在中国宝武的统
筹下袁明确了信息技术尧钢材深加
工业务的专业化整合方案袁 确定
了鄂钢尧 耐材等公司的专业化托
管袁 武汉地区产业布局和管理架
构进一步理清遥

加快中国宝武内控管理对接

步伐袁实现管理制度全覆盖尧全解
读尧全对接尧全落地袁完成智慧办
公尧党建云尧审计管理等信息系统
对接应用遥 全面推进阳光采购工
作袁 第一年上线采购金额达 19.7
亿元袁促进降成本 1200余万元遥融
入中国宝武风险防范体系袁加强审
计监督和依法经营袁全年完成审计
项目 18项袁促进增收节支 1600余
万元遥 渊下转第 2版冤

聚焦向外 破题前行
要要要武钢集团 2017年砥砺奋进尧转型发展巡礼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冷轧厂从基础管理尧生产组织尧质量管控等方面狠下功夫袁去年袁C208机组 GA外板成
材率稳定保持高位袁工序缺陷改判率同比降低 36%袁达到历史最优水平遥

图为 C208机组成品库遥 记者 张 勇 摄影报道

姻记者 李 洁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在由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

野2018 年债券市场投资策略论坛
暨 2017 年中债优秀成员表彰大
会冶上袁华宝信托凭借卓越的资产
管理能力和在债券市场的优异表

现袁荣获野优秀资产管理机构冶称
号遥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登

记托管结算机构袁 是中国人民银
行指定的银行间市场债券登记托

管结算机构遥 野中债优秀成员冶评
选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举办袁 旨在客观反映债券市
场成员的债券业务表现袁 树立优
秀成员在市场中的良好形象袁促
进债券市场规范尧 健康尧 稳定发
展袁是业界最有公信力尧号召力尧
影响力的评选之一遥

2017年袁 中国债券市场经历
了一系列的波动调整遥 华宝信托
以资产管理与信托服务为两大主

业袁立足资本市场袁不断加强风险
管理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袁 取得
了不俗成果遥 2018年袁华宝信托将
继续以机构尧 高端客户需求为核
心袁积极探索创新尧推动转型袁为
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尧优质尧高效的
金融服务遥

华宝信托荣获
“优秀资产管理机构”称号

姻通讯员 刘人溥 记者 罗耀华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湛江钢铁 2250热轧
产线累计产量突破 1000 万吨遥 湛钢
2250 热轧产线成为目前国内新建热轧
产线中袁最短时间突破 1000万吨的热连
轧产线遥

两年来袁 湛钢热轧厂员工攻克了热
轧高强钢表面黑灰等多个难题袁 自主研
发的在线托盘热卷保温装置成功在线应

用袁并实现了野QP系列超高强钢免冷轧
罩式炉退火冶的创新型工艺遥 1000万吨
优质热轧产品中袁 热轧酸洗板年供货能
力超 110万吨袁 热轧汽车用钢年供货能
力超 15 万吨 遥 产品有 X80 管线钢 尧
980QP尧980CP尧1180DP 等 300 余个品

种遥 目前袁产品已进入华南地区 70余家
用户袁远销韩国尧日本等 8 个国家的 20
家用户遥

湛钢热轧厂取得骄人业绩袁 得益于
用效率抢时间尧主动变革院全面深化两级
管理袁形成专业化尧职业化的职能业务氛
围曰推行机组负责人尧品种负责人制袁发
挥主作业长的野小厂长冶作用曰形成以
野一张纸冶 为代表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抓手和方法袁适应了宝钢股份和湛钢对
热轧产线高效尧 稳定运行的要求和期
待遥 在支撑员工努力下袁用实战锻炼人袁
全面促进属地化员工能力提升袁打造了
一支能打仗尧打胜仗的热轧梦之队遥 目
前现场车间层面操作尧点检实现了 100%
属地化员工独立担当袁39名班组长全部

由属地化员工担任袁11 名作业长中有 9
名是属地化员工遥

湛钢 2250 热轧产线于 2015 年 11
月 29日实现热负荷生产袁并生产出第一
卷热轧卷袁 提前 108天完成工程建设和
设备安装调试遥 两年多来袁湛钢热轧厂员
工们不畏艰难袁 创造了最高 1.16万吨班
产尧2.14 万吨日产尧51.95 万吨月产等多
个崭新记录袁 历经 776天创造了在投产
第二个完整年完成产量 572万吨的骄人
业绩袁并实现产线累计产量突破 1000万
吨奇迹遥

湛江钢铁 2250热轧产线
累计产量突破 1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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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冯茂芬 报道

本报讯 2月 11日下
午袁 中国宝武举行 2018
年集团审计工作会议与

阳光采购推进会袁 总结
2017 年审计工作袁 部署
2018 年阳光采购推进工
作遥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马国强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 集团公司审
计部作了审计工作报告袁
就公司经营管理中需要

关注的问题作了提示 遥
集团公司治理部报告了

阳光采购推进方案遥 欧
冶采购尧 宝钢股份分别
就欧冶采购平台服务能

力提升和资材备件阳光

采购推进工作实践作了

交流遥
马国强在讲话中指

出袁 合法合规经营既是
国家的要求袁 也是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袁 各
单元务必高度重视遥 他
要求各单元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袁 严格
遵守财经纪律和经营纪

律袁 强化业务外包等内
部管理袁 确保国有资产
安全遥 要重视审计工作袁
积极运用审计成果遥 要
不折不扣推进审计整改

工作袁 把国家审计署和
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整

改落实到位遥 同时袁 马
国强要求找准集团公司

全面推进阳光采购的痛

点袁 厘清欧冶采购运作
模式袁 转变阳光采购推
进工作的观念和模式 袁
进一步加大内部资源共

享袁 扩大平台供应商数
量袁 鼓励充分竞争遥 各
单位要下定决心尧 统一
认识袁 全面深入推进阳
光采购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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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冯茂芬 报道

本报讯 2月 8日下午袁 中国宝武与杨浦区
野互联网+产业园冶建设工作交流会在互联宝地举
行遥中国宝武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陈德荣袁杨浦区
委书记李跃旗等领导出席交流会袁并参观了互联
宝地东区项目主体工程遥

2015年底袁原宝钢集团与杨浦区签订了共建
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野上海互联网+产业园冶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袁发挥双方各自优势袁在二钢区
域共同打造功能集聚尧形态新颖尧生态协调的野互
联网+冶创业创新示范产业园遥 2016年 8月袁互联
宝地东区正式开工建设袁拉开了二钢主厂区的转
型大幕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袁东区建设效果初

显袁招商工作紧锣密鼓遥
会上袁宝地置业介绍了野互联网+产业园冶相

关工作进展以及区域转型的后续设想遥互联宝地
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创新经济新高度

为目标袁以发展创新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袁打造具
有产业办公尧产业培育尧科创孵化尧园区配套等复
合功能的上海创新经济高地和城市更新标杆袁带
动杨浦腹地的整体复兴和转型升级遥园区设计保
留工业风貌袁延续历史人文遥 主导产业为产业办
公+创意办公遥 双方就进一步优化用地布局尧功
能定位尧配套服务尧招商引资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遥

李跃旗在讲话中指出袁 杨浦区是国家创新型
城区尧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袁是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
载区袁在野两区一基地冶的建设过程中袁互联宝地是

其中的重要载体遥 杨浦区要成为上海打造上海制
造尧上海服务尧上海购物尧上海文化野四大品牌冶的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色承载区袁 互联宝地是其中
的重要载体和依托遥 杨浦区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的
区域性双创示范基地袁 互联宝地应该成为其中的
一大亮点遥他表示袁杨浦区将全力支持互联宝地项
目发展袁进一步优化规划袁引入优质资源遥 在整体
工作推进过程中袁只要对园区发展有利袁杨浦区将
尽最大努力支持袁当好野店小二冶遥 杨浦区将抓住
野科创冶野双创冶机遇袁在打造野创新杨浦冶品牌过程
中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尧工作理念尧管理模式和运
行模式袁更好地助力园区发展袁与包括中国宝武在
内的企业相互联动袁资源共享袁共同发展遥

陈德荣在讲话中指出袁在钢铁行业去产能的

过程中袁中国宝武调整空间布局势在必行遥 结合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定位袁利用原有空间发展新的
产业袁同时坚守产业根基袁是国务院国资委对中
国宝武的要求袁 也是中国宝武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互联宝地作为中国宝武旗下老企业转型发展的

试点项目袁 定位文化创意与工业研发相结合袁通
过创新创业袁 把制造工业基地转型为与互联网尧
物联网尧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相适应的高端产业遥
对企业而言袁它是员工转型发展尧空间转型发展
的平台和载体袁对政府而言袁它将成为中心城市
高端人才的集聚地遥陈德荣希望双方加强政企联
动袁做强产业袁使互联宝地成为中国宝武转型发
展的标杆袁成为杨浦区建设双创示范基地的一大
亮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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