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院>>> 宝钢股份梅钢公司贯彻新发展理念袁落实高质量发展袁钢
铁主业盈利创历史最好水平袁本报今日第 2版推出专版袁介绍
梅钢公司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一流企业建设情况遥 敬请关注遥

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欧冶云商举行首届
五次职代会袁号召全体员工进一步深化
创新袁努力奋斗袁紧密围绕野融合尧协同尧
创新尧发展冶的工作思路袁赋能生态圈伙
伴尧强化生态圈协同尧推动各类创新尧大
胆探索袁提升渗透力尧整合力尧创造力以
及增长力袁确保完成全年工作目标遥

去年袁 欧冶云商主动优化业务结
构尧持续提升管理效率尧加强以客户为
中心的市场营销袁整合资源尧创新突破袁
全年累计实现 GMV 交易量同比增长
69%袁完成年度目标的 118%袁其中变现
量完成全年目标的 138%遥 全年主要指
标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遥

欧冶云商明确了今年的五项重点

工作袁即以交易为核心袁持续创新推进
平台交易服务提质提量曰加快建设产成
品智慧物流平台体系袁夯实物流基础设
施服务能力曰加大供应链金融创新产品
拓展力度袁提升产融结合效率曰强化资
本运作能力袁 整合生态圈核心资源袁创

造协同效应曰 加强技术集成创新应用袁
提升供应链服务的核心能力遥

为此袁欧冶云商将继续以电商交易
为核心袁以客户为中心袁深化钢厂端的
协同组合营销袁 推动宝武内外资源对
接袁拓展交易品类尧创新交易模式袁加快
提升覆盖率尧渗透率和转化率曰全面尧加
快推进中国宝武产成品智慧物流平台

体系建设袁欧冶将与宝武体系内各制造
基地的物流系统对接联通袁实现各基地
的运输委托数据尧承运操作过程尧支付
结算流程尧富余储运能力四项上平台的
工作野应上尽上冶袁帮助各基地降低物流
运营成本曰继续推进金融服务产品的创
新和金融科技能力建设袁助力供应链中
小实体企业对接宝武内外的资金渠道袁
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袁提升产融结合
效率袁并深度挖掘生态圈信用袁初步建
立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体系曰加强和互联
网领先企业的技术合作袁 引入新技术袁
与供应链场景深度结合袁与欧冶的产品
深度融合袁提升欧冶的技术创新应用竞
争力遥

欧冶云商赋能生态圈
不断提升四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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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4月 12日袁 中国宝武与中国
商飞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双方
将本着野平等互信尧风险共担尧利益共享尧互
惠互利尧共同发展冶的原则袁在民用航空材
料及其产业链尧产业金融尧工业服务尧人才
交流与信息共享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袁巩
固和扩大双方在各自领域中的战略优势袁
形成强强联合的共赢局面遥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陈德荣袁中
国商飞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贺东风见证签约袁
中国宝武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胡望明与中
国商飞党委副书记尧副董事长尧总经理赵越
让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遥

中国商飞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

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袁也是统筹
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尧实现我国民用
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袁承担 ARJ21-700
新支线飞机尧C919大型客机和 CR929 宽
体客机的研制和产业化使命袁是我国民用
飞机产业的核心企业和骨干央企遥
自 2009年以来袁作为中国商飞建设项

目钢材总供应商袁中国宝武提供从野钢材供
应垣钢结构深化设计垣钢结构加工冶的一揽

子供料服务袁 先后参与了中国商飞设计研
发中心尧 总装制造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三
大中心建设等项目的供料工作袁 累计供应
钢材 1.5万吨袁 为中国商飞建设项目的顺
利进行提供了有效保障遥

此外袁 在民用航空材料研制及配套体
系建设方面袁 中国宝武旗下的宝武特冶相
继通过了理化实验室尧 无损检测和热处理
的 NADCAP认证袁 成为国内钢铁冶金行

业首家三个项目都通过认证的企业袁 完成
了多个品种的产品试制袁 其中多个产品已
应用于机翼尧尾翼尧紧固件等部位遥

为稳固双方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袁 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袁 拓展新合作领
域袁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袁中国宝武与中国
商飞达成了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遥 根
据协议袁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民用航空材料
的合作研制和应用推广袁 推动民用航空材

料产业链的多方位创新合作袁 加强产业金
融领域的合作袁拓展工业服务合作空间袁强
化人才交流与信息共享遥

贺东风在致辞时表示袁 中国商飞与中
国宝武是隔窗相望的好邻居遥 11年以来袁
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遥 大型客
机是一个国家工业尧 科技水平等综合实力
的集中体现袁多年来袁通过攻坚克难尧奋勇
前行袁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成为现实袁
其中离不开中国宝武的大力支持遥 希望双
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袁进一步深化合作袁共
同发展遥

陈德荣在致辞时表示袁中国商飞是中国
宝武的重要战略客户袁双方合作多年袁有着
良好的合作基础遥 一代材料支撑一代制造袁
材料的发展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

要遥中国商飞因中华民族的百年飞天梦想和
国家的战略而立袁肩负着国家的意志袁承载
着民族的梦想和人民的重托遥作为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试点企业袁中国宝武也担负着钢铁
报国的国家使命遥 希望双方共同携手袁相互
促进袁共建共享高质量生态圈遥

中国宝武副总经理张锦刚袁 中国商飞
党委常委尧 副总经理程福波等出席签约活
动遥 施 琮 摄

中国宝武
中国商飞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姻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讯 4月 15日上午袁 由青海省委组织部和中
国宝武共同举办的青海省第四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宝

武管理学院开班遥来自青海省政府机关尧企事业单位的
40名青年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班遥 中国宝武党委副书
记伏中哲袁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巡视员尧副局长袁青
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伍鸿亮出席开班仪式遥

此次培训安排了宝武实践尧人文修养尧经济管理和
企业参访四个模块遥其中宝武实践模块包括叶宝武文化曳
课程和中国宝武核心企业宝钢股份参访曰人文修养模块
包括叶国学思想与管理智慧曳和叶管理中的幸福心理学曳
课程袁将带领学员萃取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尧成为具有
艺术家风范的领导干部曰经济管理模块包括叶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曳尧叶企业生命周期与融资决策曳和叶商业模式创
新曳课程袁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宏观环境及相关政策袁用
知己知彼尧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思维布局未来曰企业参
访模块包括交大零号湾和依图科技参访袁感受野双创冶企
业的活力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启示遥 授课的老师中袁包括
中国宝武的师资和高校尧咨询机构相关专家遥

学员代表在发言时表示袁能有机会参加此次培训袁
是组织的关心袁更是对大家的重视和期望遥全体学员要
深入学习中国宝武文化的深刻内涵袁要学有所获尧学有
所悟尧学有所用袁通过学习袁进一步拓展视野袁激活思
维遥 同时袁要弘扬团队精神袁互帮互助袁比学赶超袁并通
过扎实的纪律和作风展示青海青年干部的良好风貌遥

伏中哲在开班讲话中袁 向学员们介绍了伴随我国
改革开放 40年来袁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概况遥他表示袁
钢铁不仅仅是能耗高袁对环境压力大袁它也是人类文明
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袁 直接推动了我国工业现代化的
进程遥有朋自远方来袁不亦乐乎遥几年来中国宝武非常
荣幸地举办了四期培训班袁 希望大家通过此次培训能
有所收获遥

伍鸿亮在讲话中说袁青海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
是感恩尧感谢遥要感谢党中央东西协作尧支援帮扶的好政
策袁感谢中国宝武对我们的厚爱遥这些年袁青海省在干部
培训上一直实行野走出来冶的战略袁综合来看袁中国宝武
的课程设置是最精心的袁效果也是最好的遥 他要求学员
从新时代对干部的新要求来提高培训效能曰要从对东西
部差距的清醒认识上来珍惜这次培训曰要在深刻理解中
国宝武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袁认识本次培训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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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张 犀 报道

本报讯 4月 16日袁 以 野共创窑美好生
活冶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车展在国家
会展中心渊上海冤开幕袁宝钢股份以最强野全明
星冶汽车用材阵容野全情亮相冶袁向用户推介展
示在汽车板研发尧制造尧技术服务领域的最新
进展袁以及汽车板尧电工钢尧热轧尧钢管尧条钢尧
铝镁合金等高精尖全品种汽车用材遥

这是宝钢股份汽车板第三次参加上海

国际车展袁是在改革开放 40周年尧献礼国
庆 70周年的背景下袁 在汽车行业低碳化尧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趋势下袁 宝钢股份汽
车板与汽车工业共同发展尧 为国家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所做贡献的具体诠释袁
也是全品种汽车用材以及面向未来的汽车

用钢解决之道的集中展示遥 宝钢股份全品
种汽车用材产销研团队深度参与袁 积极传
播品牌理念袁 让广大受众感知品牌文化内
涵袁 了解宝钢股份汽车板全品种最新的产
品和技术袁建立与客户开放式的交流平台遥

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 1000余家知名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企业踊
跃参展遥 宝钢股份展台整体参展面积近 500
平方米袁以 BCB Plus样车为核心袁集 16大
展区 100多组渊件冤零部件亮相展区袁涵盖全
品种汽车用材遥宝钢股份汽车板此次参展结
合实物和视频演示袁 创新模块化展示方式袁
匹配客户需求袁更好更全面地展示提供综合
解决方案的能力遥 此外袁宝钢股份还特意设
置野智慧城市工厂冶展区袁集中展示近年来在
野绿色制造袁制造绿色冶领域的实践袁与城市
共发展的理念以及智慧钢厂的发展遥

车展媒体开放日袁宝钢股份总经理尧党
委副书记侯安贵袁 副总经理姚林龙等在宝
钢股份汽车板展示区袁与通用全球尧上汽通
用尧江铃汽车尧通用五菱等用户交谈袁详细
了解用户对产品尧质量尧技术服务的需求袁
并与产销研团队成员到一汽尧东风日产尧长
城尧 长安尧 上汽通用五菱等汽车用户展示
区袁展开面对面技术交流袁介绍宝钢股份汽
车板在轻量化尧BCB Plus 技术解决方案尧
新能源汽车用材等方面的最新进展袁 表达
了与用户深化合作尧 共同提升的意愿遥 人

民日报旗下中国汽车报尧 盖世汽车等车界
先锋媒体参观了宝钢股份展台遥丰田纺织尧
海斯坦普尧本特勒尧弗吉亚尧博世尧电装尧凌
云和华域汽车等全球领先零部件企业也到

宝钢股份展台参观和交流遥
参展期间袁宝钢股份将有两位技术野大

咖冶在 2019年国际汽车关键技术论坛作技
术分享报告袁同时还将举办系列讲座遥展会
最后一天袁宝钢股份展台还将呈现野引领未
来钢铁尧致敬伟大祖国冶的公司品牌主题活
动袁用户代表尧媒体代表尧社区代表尧员工代
表以及公司领导将共同参加遥 张 勇 摄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车展开幕

宝钢股份以最强野全明星冶汽车用材阵容亮相

姻特约通讯员 陈立新

野2019年是韶钢创新管理尧 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攻坚年袁 也是实施跨区域战
略的元年遥 我们要紧盯集团战略目标和年
度经营方针袁以耶创新提升体系能力袁协同
共建钢铁生态圈爷 管理主题为指引袁 坚持
耶三个不动摇爷工作主线袁担当尽责尧专注极
致尧争先创优遥 冶韶关钢铁副总经理渊主持

工作冤 刘建荣近日在接
受专访时强调袁 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中国宝武第

一次党代会精神袁 将是
韶钢当前以及今后一段

时间最重要的工作袁当
前就是要扎实做好 2019
年工作遥

刘建荣说袁野中国宝
武第一次党代会对韶关

钢铁的发展定位袁 体现
了对韶钢的高度认可和

信任袁 也对韶钢未来的
发展寄予重托遥 尤其是网络型分布式短流
程钢厂渊以下简称耶网络钢厂爷冤布局作为
耶亿吨宝武爷 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我
们一定紧盯目标尧全力以赴尧大胆创新尧不
负重托袁加速闯出一条新路子遥 冶

刘建荣表示袁野我们要认清形势袁明确任
务遥 冶韶钢在年初召开的公司野两会冶上明确
提出要树立野一切成本皆可降冶的意识袁永远
都要有野为生存而战冶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遥

刘建荣对做好今年工作做了进一步的

阐述遥 野第一袁韶钢要坚持加快改革创新力
度不动摇遥冶我们将按照野智慧制造尧数字韶
钢冶信息系统项目建设目标袁以信息化为支
撑袁以管理标准化尧制造流程化尧组织扁平
化为基本原则袁全面实施野厂管作业区冶运
行模式袁推进专业职能设置优化袁进一步提
升公司组织运行和管理效率遥

要积极推进商业模式探索袁 将传统的
制造性企业变成产园尧产城尧产融合作的典
范遥积极推进公司治理体系改革袁优化整合
管理层级袁完善职能配置袁创新管控模式袁
推进股权激励袁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遥以商
业计划管理报告为抓手袁 持续推进治僵脱

困及子公司经营创收工作遥 持续推进华欣
环保尧嘉羊公司专业化整合融合工作袁2019
年 6月前完成嘉羊公司委托宝武环科管理
和华欣环保股权转让遥

2019年袁韶钢将继续推进完善铁区与
能介智慧中心项目的整体功能实现袁 集中
精力策划和推动物流尧炼铁尧炼钢尧轧钢的
系统性智慧制造项目袁 进一步提升韶钢智
慧化水平袁实现效率提升遥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袁拓展智慧制造思路袁努力实现人均产钢
1250吨目标袁 计划到 2020年实现人均产
钢 1500吨袁到 2022年实现人均产钢 2000
吨袁吨钢效益同比优化袁成为集团内智慧制
造优秀企业的目标遥 渊下转第 3版冤

野三个不动摇冶驱动发展加速度
要要要访韶关钢铁副总经理渊主持工作冤刘建荣

姻通讯员 胡 欢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中国企业高管培训
发展联盟第四届渊2019冤年会暨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袁中国宝武荣获 2018年度中
央企业人才培养荣誉体系多个奖项遥

其中袁宝武党校尧宝武管理学院获
评先进企业大学袁宝武云学习平台获评
先进网络学院渊在线平台冤袁中国宝武聚

焦整合培训获评优秀管理类培训项目袁
经营风险案例获得优秀教材成果奖遥

第二届渊2018冤中央企业野联盟杯冶微
课大赛获奖微课也在此次高峰论坛上颁

奖袁 中国宝武获团体一等奖袁叶摩托罗拉
陷入战略迷途的风险管理启示曳尧叶如何
可以倒带曳 获得二等奖袁叶安全行为养成
YES or NO曳 获三等奖袁叶动火作业的安
全风险管控曳获最佳教学设计奖遥

中国宝武获央企人才培养
荣誉体系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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