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会尧中国宝武科技部与吴淞口创业园成
功举办了中小企业科技政策宣贯会遥
会上袁中国宝武科技部介绍了上海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和 野两个计划冶尧野三项
服务冶尧野四个活动冶 的政策服务内容及载
体建设情况曰吴淞口创业园介绍了园区的
发展定位和规划曰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会对 叶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曳政
策进行解读并详细地介绍了 野助推计划冶

及其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和时间节点曰上
海市科技创业中心详细解读了叶上海市科
技创新政策曳袁政策包含了资金支持尧人才
支持和金融支持袁 并给参会人员带来了
叶上海市科技创新政策申报服务指南曳袁让
初创企业和产业园区能直观地了解各项

政府扶持政策遥
宣贯会期间袁 与会代表就 2018上海

高校助推项目尧野专家会诊冶服务尧上海市
科技创新劵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引

进等问题与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的

专家们展开了交流袁收获颇丰遥

中小企业科技政策宣贯会
在吴淞口创业园举行

姻记者 张 犀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
导袁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主办的
野2018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
争力百强企业冶发布会上袁最新一批中国
软件百强企业出炉袁 宝信软件排名较
2017年攀升 1位袁列第 19位遥

新一届百强企业具有规模效益继续

提升尧研发创新成果突出尧产业生态不断
完善尧国际经营层次提升尧融合渗透持续
深入等特点遥

近年来, 宝信软件紧紧围绕 野互联
网+冶等国家战略袁致力于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袁引领中国工
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袁促进制造企业
从信息化尧自动化向智慧制造迈进遥同时袁
公司还持续强化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开

拓袁在智能交通尧智慧楼宇尧公共服务等领

域也拥有强大实力袁努力推动智慧城市创
新遥公司顺应 IT产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袁
借助商业模式创新袁 全面提供云计算尧数
据中心渊IDC冤尧大数据尧无人化尧工业机器
人尧物联网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袁努力成为
贯彻推动野工业 4.0冶与野中国制造 2025冶
战略的行业领军企业袁成为智慧城市建设
与创新的中坚力量遥

今年以来袁宝信软件紧紧围绕集团公
司野一基五元冶的产业布局袁继续坚持野技
术领先尧市场拓展尧模式创新冶三位一体总
体经营理念袁在持续优化传统业务核心竞
争力的同时袁着力强化在智慧制造尧智慧
城市领域的竞争力布局遥 努力顺应技术
发展趋势袁 策划智慧制造下一步发展蓝
图袁践行人工智能技术与现有业务的紧密
有机融合袁 并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袁通
过优化公司股权结构袁激发管理者和员工
动力袁提升经营活力遥

2018中国软件百强企业出炉

宝信软件列第 19位

宝钢股份首卷锌铝镁镀层汽车板下线

姻记者 李 洁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宝钢发展举行纪念建党 97周
年表彰暨党代表会议遥 会议要求各基层党组织认
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袁不断提升组织力袁全体党
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袁为公司转型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遥

会上袁公司为新党员代表举行了入党宣誓仪
式袁并邀请 4位 35年党龄的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
党员徽章尧赠送书籍袁共同为 4 位老党员过政治
生日遥 宝钢发展对获得公司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
产党员尧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
进行了表彰袁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围
绕如何立足岗位争作贡献作交流发言遥

宝钢发展党政分别向与会的党代表报告了上

半年公司党委工作开展情况和形势任务袁 讲了党
课遥面对公司转型调整的新形势新任务袁会议要求袁
全体党员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尧知行合一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袁以新作为
创造新业绩遥要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袁努力成为维护
企业形象和声誉的模范尧学习创新的模范尧服务群
众的模范尧创造价值的模范遥 在公司转型调整的关
键时期袁各级党组织要呈现战斗力袁全体党员要永
葆先进性袁同广大员工群众想在一起尧干在一起袁以
坚实的行动和勇于负责的精神袁众志成城推进公司
任期经营尧深化改革尧转型发展目标任务袁为公司改
革发展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宝钢发展举行纪念建党
97周年表彰暨党代表会议

姻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讯 2018年袁宝钢股份将全面完
成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的制度建设尧策划
启动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的宣贯工作尧策
划并启动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的运行评

估遥 这是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宝钢股份多
基地管理模式建设推进会上得到的信息遥

会上袁宝钢股份运改部作了叶宝钢股份
2018年多基地管理模式建设实施方案曳的
主报告袁 明确提出了今年多基地管理模式
的建设实施方案尧推进路径和目标遥原料采
购中心尧设备资材采购中心尧营销中心尧规
划与科技部尧经营财务部尧能源环保部等专
业部门和四大基地分别结合本专业和本基

地的实际袁 提出了推进多基地制造管理模
式的相关举措以及思考和建议遥

宝武联合后袁宝钢股份形成了四大制
造基地的基本格局遥 宝钢股份以野集中一
贯制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袁2017年开始在
各个制造基地推进实施袁目前已在组织体
制尧绩效评价尧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
等方面形成了多方推进的态势遥 野三个统
一冶尧野四个同一冶 等理念已经初步得到了
落地遥 2018年袁宝钢股份将建立健全符合
多基地运行管理要求的公司级管理制度曰
形成系列化的多基地管理培训课程及培

训教材曰 建立多基地管理运行评估方案袁
形成多基地管理运行评估报告遥

宝钢股份强调袁集中一贯的多制造基

地管理模式袁既是基于宝钢股份过去成功
的经验袁也是基于公司在多制造基地下面
临的挑战和面向未来的思考袁公司在新一
轮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野5+1冶核心能
力建设袁 集中一贯的多基地制造管理模
式袁有助于公司未来面对市场挑战袁做到
响应速度最快袁竞争力最强遥 在思想上要
进一步高度统一遥多制造基地管理是一种
模式袁也是一种能力袁需要总部和基地携
手共进袁总部要积极推动尧策划袁各基地要
主动参与尧配合袁不能当被动的执行者遥同
时袁保持更好的服务袁更高的效率袁是集中
一贯的前提遥尤其要重视信息化系统的建
设遥 互联网让跨地域的集中有了可能袁需
要不断创新袁进行顶层设计袁打破现行企

业边界袁在新的共享平台和技术下袁这些
工作都有很大的潜力遥 在评价方式上袁多
制造基地一贯管理模式中的各基地是一

个与利润挂钩的成本中心袁这有利于形成
呼与吁的负反馈机制袁 更好的发现问题尧
解决问题遥 要通过进一步梳理袁形成一个
更利于推动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袁能够不
断持续提高的考核评价方式袁使得集中一
贯的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最终成为宝钢

股份不同于国内其它钢厂的一种能力遥
2018 年袁制度建设尧宣贯培训尧运行评估
三项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曰 各相关基地尧
单位尧 部门对里程碑目标要细化实施路
径袁落到实处曰要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袁持
续提升劳动效率遥

宝钢股份大力推进多基地制造管理模式

姻特约记者 张文成 报道

本报讯 7月 4日袁 中国宝武副总经
理尧武钢集团渊中国宝武武汉总部冤党委
书记尧执行董事尧总经理郭斌到中国宝武
定点帮扶的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调研脱

贫攻坚遥 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詹旺
民袁罗田县委副书记尧县长郝爱芳参加调
研活动遥

在帮扶重点贫困村骆驼坳镇胡家冲

村袁 从村民活动广场到党员群众服务中
心袁 从山顶的油茶基地到山下的黄梨树
旁袁郭斌详细询问村民的收入尧生活情况袁
武钢集团的扶贫资金尧项目落实情况遥

近年来袁武钢集团向胡家冲村投入扶
贫资金 270万元袁全力推进户脱贫尧村出
列遥如今的胡家冲村路通了袁灯亮了袁桥涵
建设尧农田清淤尧湾落整治大力推进袁胡家
冲村的村容村貌尧基础设施发生了显著变
化遥 为了贫困户能稳定脱贫不返贫袁武钢
集团加大野造血式冶产业扶持力度袁在扶贫
产业上投资建设了 100亩晚秋黄梨基地袁
复垦 160亩油茶基地袁 产业项目的实施袁
使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袁使贫困户通过
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收入袁极大地调动了
贫困户勤劳致富脱贫的内动力遥预计每年
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25万元以上遥

在武钢集团帮扶的龙头企业名羊科

技有限公司袁郭斌走进企业袁与负责人深
入交流遥名羊科技有限公司是罗田扶贫领

域的领军企业袁 武钢集团对口帮扶以来袁
带动了当地农户黑山羊肉尧鸡蛋尧鱼的销
售袁为贫困户脱贫增收创造了条件遥

当日下午袁郭斌来到胜利镇异地扶贫
安置点武钢新村袁调研村民搬迁安置及产
业扶贫项目老米酒厂援建情况袁他走进农
户家中慰问困难群众袁就野聚力脱贫攻坚袁
人大代表在行动冶进行座谈袁听取大家对
定点帮扶的意见和建议遥

2016年 7月袁 罗田县遭受百年不遇
洪灾袁给脱贫攻坚带来严重影响袁在了解
罗田县灾情后袁武钢集团向罗田县定向捐
赠 1000万元 渊其中现款 500万元尧 钢材
500万元冤用于灾后重建遥 罗田县整合武

钢集团捐赠款物和政府配套资金袁集中建
设了胜利镇异地扶贫安置点要要要武钢新

村袁新村住房全部用于因灾倒房户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搬迁安置遥目前武钢新村已全
部建成袁在青山绿水掩映下袁呈现在眼前
的是具有现代气息和生活风情的漂亮民

居袁周边学校尧医院配套齐全遥 今年春节
前近 300户困难群众已搬迁入住遥郭斌走
进新村来到农户家中看望困难群众并送

上慰问金袁与他们亲切攀谈袁了解他们的
工作尧生活情况遥 当地群众饱含深情地连
连道谢袁感谢党尧政府尧中国宝武的帮扶遥

在武钢新村讲习所调研座谈中袁郭斌
与人大代表就聚力脱贫攻坚谈想法袁说感

受袁就定点帮扶说建议袁讲产业遥郝爱芳在
会上说袁罗田县党委政府尧罗田县人民对
中国宝武的帮扶深怀感恩之心袁 感激之
情遥中国宝武帮扶的不仅是物资尧项目尧资
金袁更带来了亲切的真情和帮助推进贫困
摘帽进取不息的精神袁我们要在武钢集团
的帮扶下袁做好产业扶持项目袁坚决打赢
脱贫摘帽攻坚战遥 郭斌在会上说袁作为中
央企业袁我们有野打赢脱贫攻坚战冶义不容
辞的责任袁 我们要发挥企业和产业的优
势袁在产业链中将扶贫帮困的创业机会引
进来袁结合罗田的资源优势与我们的企业
产业优势袁一起携手袁全力以赴打赢脱贫
攻坚战遥

会上袁武钢集团与罗田县人民政府签
署了 2018年扶贫援建协议书渊如图冤遥 为
了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袁 武钢集团在 2018
年投入 200万元用于罗田县两个产业扶
贫项目遥一是出资 100万元援助胜利镇在
武钢新村现有厂房建设老米酒生产加工

线袁通过吸纳就业尧资产分红的方式袁帮助
贫困户和村集体增收袁帮助贫困群众实现
野搬得出尧稳得住尧能致富冶的目标遥二是围
绕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目标袁拟再投入
100万元袁在完成胡家冲 160亩油茶基地
复垦建设基础上袁资助村集体建设小型轧
油厂袁用于油茶深加工袁进一步夯实胡家
冲的产业基础袁保证胡家冲有两个以上持
续创效的产业项目袁实现稳定脱贫遥

朱旺春 摄

武钢集团与湖北罗田县签订今年扶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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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由特变电工研制的世界首个依1100千伏
工程要要要昌吉要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台发送端依
1100千伏换流变压器袁成功通过全部验收标准袁发往工程
现场遥 这种对材料要求最高的发送端换流变压器百分之百
采用了由宝钢股份研制的高等级激光刻痕取向硅钢遥

特高压直流输配电工程最关键的部件为直流换流变压

器袁 而直流换流变压器最为核心的材料是取向硅钢遥 野昌
吉要古泉依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冶有 46台直流换
流变压器的铁芯材料采用了宝钢股份生产的高等级激光刻

痕取向硅钢袁 使得这一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的取向硅钢国
产化率达到了 80%以上遥

取向硅钢被誉为野钢铁皇冠上的明珠冶袁技术门槛高袁生
产难度大袁是输配电行业必需的核心材料袁也一度成为制约
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的一个瓶颈遥 2017年 2月袁完成吸收合
并武钢股份后袁宝钢股份拥有上海宝山尧武汉青山两大取向
硅钢制造基地袁取向硅钢生产能力达到 80万吨/年遥这不仅
大大缓解了中国输变电硅钢用材供应紧张的局面袁 更终结
了进口产品对我国特高压项目的资源约束遥宝山尧青山两大
基地取向硅钢产品无论从产能尧 质量还是品种都可以全方
位尧高效率满足国内各种变压器用户的需求遥历经数十年发
奋图强袁宝钢股份取向硅钢产品不仅产量世界第一袁而且在
品种尧规格尧质量上已突破诸多技术壁垒袁并全力满足我国
输配电行业绿色尧清洁尧高效的用材发展方向袁挺起了野国字
号冶钢铁脊梁遥

为了支撑配电变压器进一步提高能效等级袁 宝钢股份
全力开发和推广应用薄规格低铁损取向硅钢产品遥目前袁宝
钢股份已成功开发 B20R065和 B18R065薄规格取向硅钢
产品袁并实现全球首发袁利用该产品制造出的能效 1级配电
变压器袁空载损耗较标准要求大幅降低遥在大型电力变压器
应用上袁 全球首发产品 B30R090尧B27R080也已经被用于
制造 110千伏尧220千伏和 500千伏电力变压器袁变压器产
品性能优异遥在低噪音变压器应用方面袁宝钢股份开发的低
噪声系列取向硅钢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广州白云机场航站

楼尧 厦门金砖会议会场等对噪声有严苛要求的重要地标性
建筑物用变压器中遥

野昌吉要古泉依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冶项目是
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尧输送容量最大尧输送距离最远尧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工程遥 该工程作为国家实现
西部煤电基地电能直供中东部地区负荷中心重要电力通

道袁对推动新疆煤电基地建设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袁保障华
东地区能源安全袁缓解华东地区能源供需矛盾尧满足地方经
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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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袁宝钢股份第一卷锌铝镁镀层汽车板在
湛江钢铁顺利下线袁标志着宝钢股份锌铝镁镀层汽车
板工业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遥

宝钢股份锌铝镁镀层钢板的研制于 2008 年起
步袁在 2016年完成了首次工业试制袁并开展了大量的

材料性能评估和用户调研工作遥与现有的热镀纯锌镀
层渊GI冤尧热镀锌铁合金镀层渊GA冤尧电镀锌镀层渊EG冤
等汽车板相比袁锌铝镁镀层汽车板具有更高的耐蚀性
及更好的成形性遥

通讯员 雷孝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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