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通讯员 严玖苑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

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遥 中钢协党委
副书记姜维在会上发表讲话袁 并为委员
颁发聘书遥 中国宝武任首届主任委员单
位袁中国宝武技术专家尧宝钢股份技术参
事张丕军任首届主任委员遥

为促进钢铁工业创新驱动战略实

施袁搭建行业科技创新工作平台袁更加紧
密地联系和服务协会会员袁 经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五届十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

过袁 决定成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科技创
新工作委员会遥

成立大会后袁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遥
各位委员就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的定

位尧 工作机制以及近期工作重点进行了
深入讨论遥

委员会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

高质量发展袁组织战略研究曰围绕行业共
性技术和前沿技术袁组织协同攻关曰围绕
服务下游行业尧扩大钢铁应用等袁组织共
同课题研究曰 围绕行业技术水平总体提
升袁组织技术指标对标尧最佳实践案例总
结等遥

中钢协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成立
中国宝武任首届主任委员单位

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作为中国宝武 野钢铁荣耀 铸梦百年冶宣
传教育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袁11月 27日上午袁
中国宝武环保动画片叶华丽的转身曳在宝武环科环保
智慧中心正式首映遥 中国宝武党委常委郭斌尧章克勤
参加首映式袁并向在危废处置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宝武
环科员工代表赠送首映活动专属纪念品遥

叶华丽的转身曳讲述环保担当
这部环保动画片是以宝武环科环保智慧中心的

废油漆桶回收处置业务为蓝本袁取材设计制作的遥 该
动画片从今年 2月开始构思袁 历时 9个月的脚本创
作尧动画设计尧建模制作尧效果渲染等环节袁最终呈现
在观众面前遥
动画片通过独特的视角袁以废旧油漆桶的焕彩新

生为题材袁 讲述了中国宝武大力推进绿色智慧制造袁

化腐朽为神奇袁赋予废旧油漆桶新生命的故事袁让社
会大众看到了中国宝武的友爱温暖袁展现了中国宝武
建设野城市钢厂冶的扎实脚步袁体现了中国宝武的绿色
理念与责任担当遥

背后的故事

从 2015年开始袁 宝钢股份开展了废油漆桶返转
炉利用试点工作袁并委托宝武环科下属工业环境保障
部负责该业务的市场开拓与运营管理遥 2019年初袁在
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袁转炉协同废铁质包装容器处置业
务取得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许可证袁实现冶金炉
窑协同处置城市危废的常态化运营遥
自 2015年 10月投入运行以来袁 累计
处置社会废油漆桶 44263吨遥 这是钢
厂与城市共融共生的积极实践袁 开辟
了野钢铁与城市融合发展冶的新
路径遥 渊下转第 4版冤

中国宝武出品环保动画片

《华丽的转身》惊艳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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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钢交材质量总监尧
企划部部长

张 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金属及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铁科院金化所是马钢交材高铁车轮自主

研发的见证者之一袁与马钢交材在轨道交通轮
轴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基础袁马钢交材高铁车轮
在铁科院金化所通过了各项严格的型式试验

和检测遥 我们愿一如既往与马钢交材紧密合
作袁一同应对未来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的
挑战遥

张振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转向架开发部部长

马钢交材是高端技术自主化尧解决野卡脖
子冶问题的技术先行者袁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铁车轮生产技术袁并在中国标准动车
组样车上实现了装车应用袁 希望在新材料尧新
工艺方面有更多全球领先的技术遥

张晓军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车唐山公司与马钢交材在轨道交通轮轴

领域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

泛的项目合作袁 尤其是复兴号

时速 350公里动车组上装用的马钢交材自主研
发的高铁车轮袁 运用至今累计走行 110余万公
里袁车轮技术和质量状态良好遥目前马钢交材是
中车唐山高铁车轮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遥

康锋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尧技术开
发部部长

马钢交材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遥 近年来
马钢交材积极向火车轮对尧转向架和车厢板等
产业延伸袁晋西车轴期待和马钢交材一起继续
携手共进遥

高铁车轮荩荩荩
高铁车轮的生产是伴随着高速铁路

的发展而诞生的遥目前袁高铁车轮生产厂
主要为中国尧日本和欧洲的少数厂商袁包
括马钢交材尧太原重工尧日本住友尧意大
利鲁奇尼尧德国 BVV和位于法国的马钢
瓦顿等遥

高铁车轮袁 是马钢交材轮轴产品的
一张野金名片冶遥 2017年荣获野质量之光冶
年度魅力品牌以及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袁2018年荣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尧
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袁
2019年马钢自主研发生产的野中国标准
动车组复兴号车轮冶荣获 2019世界制造
业大会创新产品金奖遥

护宝人院肖峰

马钢交材作为国内最早尧 世界最大
的铁路车轮制造基地袁 建成了高铁车轮
制造体系尧 检测体系及质量保证体系遥
2016年 7月 15日袁装配着马钢交材高铁
车轮的两辆中国标准动车组袁 完成时速
超 420公里的世界最高速动车组交会尧
重联试验袁 跑出让世界惊叹的 野中国速
度冶遥 2017年 1月袁马钢交材高铁车轮顺
利通过 60万公里装车
运用袁 获得国内轮轴制
造企业首张 CRCC
证书遥 一系列核心
技术的掌握袁 更是
让中国高铁车轮有

了野纯中国血统冶袁从
此不再受制于人遥

让高铁车轮拥有“纯中国血统”

9月 27日袁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
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遥会议强调袁做好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袁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袁做强国有
企业活力尧提高效率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袁都具
有重要意义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明确要求袁国有企
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遥 要健全市场
化经营机制袁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遥

9月 29日袁国资委召开视频会议袁对中央企业
改革三年行动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袁 强调要切实把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抓到位见实效遥 要突出抓好深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遥 要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
方向袁坚持野三因三宜三不冶原则袁积极稳妥袁务求
改革实效遥

纲举目张袁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中国宝武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遥

我们要充分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大意

义袁坚定信心遥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突破
口袁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袁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袁
促进国有资本转换经营机制袁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
和运营效率遥 混改袁混是基础袁是手段曰改是关键袁
是目的遥 混改要解决的袁就是一个体制问题袁要建
立起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制遥 以 野混资
本冶促野改机制冶遥 混合所有制是按照出资比例袁对
出资负责遥通过混改袁我们可以把治理层面和管理
层面有机地分开院治理层面袁实现股权多元化曰管
理层面袁 更好地市场化遥 中国宝武的三层管理架
构袁资本尧资产尧资源遥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袁集
团管资本曰授权一级子公司管资产袁就是让他成为
真正的市场主体袁自主经营尧自负盈亏尧自担风险尧
自我约束尧自我发展遥 当然袁我们还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袁把握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袁避免盲目性袁避免一混了之遥
我们要选择合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袁克难攻坚遥 条条大道通罗马袁引

入各种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是混改的实现方式袁公司上市尧员工持股尧引入民营
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均属于混改袁 关键是如何更有利于适应市场经济
的发展遥如公司上市袁既能市场融资袁也能按照法人治理体系规范运营遥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要赚钱袁还要更值钱遥更值钱怎么体现钥上市公司是市场定价袁股票
是市值管理袁这为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提供了公开尧透明的市场标准遥 为此袁
中国宝武提出了三年内实现 20家以上公司上市的目标袁在资本市场打响野宝武
系冶品牌遥 这是目前各方认同度比较高的一种混改方式遥 我们要成熟一个推进
一个遥 其他混改方式袁我们也要积极探索袁稳妥推进遥 与此同时袁我们还要防止
已经混改的企业袁如重钢等企业在运作机制上野走回头路冶袁产权已经混了袁但运
营上又回到原来国企老的机制遥 集团公司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的组
织领导和顶层设计袁 要对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
异化管理袁对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研究评估袁野一企一策冶指导具备条件
的子公司制定方案遥 渊下转第 4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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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 de 故事荩荩荩
高铁车轮是世界上公认的技术要求高尧生产难度大的尖端

产品袁马钢交材高铁车轮野中国梦冶的背后袁有一支战斗力超强
的研发团队遥

突破野三不冶政策
日本尧德国等生产高铁车轮的国家和企业都将高铁车轮技

术列为战略性核心技术高度保密袁坚持野不申报专利尧不发表论
文尧不接受交流参观冶的三不政策遥在高铁车轮研发过程中没有
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袁全部靠自己去摸索遥 一次和谐号动车组用
车轮在认证前的试制过程中出现韧性和硬度不佳的情况遥经过
了长达四个月的分析尧试验尧调整尧完善袁才终于实现了韧性和
硬度的提高袁也带动了炼钢水平的提升袁这也更坚定了马钢交
材人搞高铁车轮的决心和信心遥

雪夜里的试验
2018年袁 马钢交材拿下了来自于德国的 160件高铁车轮

订单遥 若能完美交付袁 会使马钢交材在高铁车轮
产业化方面拥有一份拿得出手的硬业绩遥而此时袁

南方城市马鞍山突降暴雪袁降雪最深处淹没
轿车轮胎袁市内交通全部停运遥 可研发时间
紧迫袁那天一早袁团队成员齐刷刷地冒着暴
雪赶来了遥 甚至在雪夜进行试验袁许多人到
家已是午夜遥 可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袁又冒着
积雪和泥泞准时出现在研发现场遥

姻通讯员 赵 莹 鲍 新 报道

本报讯 11月 23日上午袁宁波宝新
不锈钢有限公司举行年产 3万吨汽车用
钢项目二十辊轧机热负荷试车仪式袁汽
车用钢轧机机组成功轧制出第一卷遥

汽车用钢项目

该项目是宁波宝新延伸不锈钢产业

链而实施的重要项目遥 项目由宝钢工程
EPC总承包袁 主要建设包括 1台二十辊
冷轧机尧1条光亮退火机组尧1条清洗机
组尧1条拉矫机组尧1条纵切机组尧1条成
品自动打包线和 2 台轧辊磨床尧2 台
AGV及成品立体仓库等遥

量身定制智能化生产物流系统

按照中国宝武野四个一律冶的要求袁设
计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由无人行车尧AGV
小车尧车辆位置自动检测系统和自动包装
机组等组成的智能化生产控制和物流管

理系统遥同时袁项目建有集中控制中心袁对
车间内所有生产机组的运行尧能介供应和
物流状态进行远程操作和监控袁实现了生
产线控制的集中化和极致少人化遥

项目建成后袁 产品将广泛应用于高
端汽车装饰产品尧新能源产业等领域袁产
品定位薄尧特尧精尧优袁对于宁波宝新创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袁 巩固中国宝武在不锈
钢领域的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遥

宁波宝新 3万吨汽车用钢项目
轧机热负荷试车成功

姻特约通讯员 陈立新

通讯员 龚俊明 曾剑峰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韶关钢铁传
来喜讯院公司研发的首批不锈钢
复层螺纹钢筋成功试轧袁轧制工
艺稳定袁首批轧制 24吨袁成为行
业内首创新产品浴

近年来袁沿海尧港口尧岛礁等
海洋工程用钢需求量不断增加遥
现使用的普通螺纹钢易受海水

腐蚀袁后期工程维护成本高遥 如
果选用纯不锈钢材质的螺纹钢袁
虽耐腐蚀性能好但价格昂贵遥 由
此袁 国内外冶金行业开始研制
野不锈钢复层钢筋冶遥 该产品为双
层金属结构袁 内层为普通螺纹
钢袁外层为不锈钢袁像给螺纹钢
筋穿上一件野不锈钢外衣冶遥

韶关钢铁于 2019年策划研
发野不锈钢复层钢筋冶袁成立专业
研发团队袁多次与原料合作方进

行技术交流遥 今年 9月袁原料合
作方将组坯要要要不锈钢复层圆

钢坯运达韶关钢铁遥 11月袁试轧
直径 25mm 的钢筋混凝土用热
轧带肋钢筋直条取得成功遥

经检测袁首批不锈钢复层螺
纹钢产品耐蚀性强袁能完全达到

不锈钢产品标准曰强度高袁屈服
强度超过同规格不锈钢产品曰塑
性好袁断面收缩率达 30%以上曰性
价比高袁市场售价仅为纯不锈钢
材质螺纹钢的三分之一左右曰外
表美观袁 经酸洗工艺处理后袁产
品外表具有不锈钢银亮外貌遥

行业首创！韶钢螺纹钢穿上“不锈钢外衣”
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贯

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

与中国宝武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袁近日袁宝武环科尧
宝武水务及宝武清能联

合参加了第十届山西省

节能环保尧低碳发展博览
会暨 2020 第五届中国
渊太原冤 环保技术产品展
览会遥
此次展览会以 野绿

色转型尧创新发展冶为主
题袁涵盖了环保尧绿色发
展尧电力尧清洁能源尧钢
铁尧 新基建等热门内容
和板块袁 吸引了 200余
家企业参展遥 展会期间袁
宝武环科尧 宝武水务及
宝武清能充分展示在

野固废处置冶野水气治理冶野清洁能源冶等
领域的核心技术尧产品尧能力袁吸引众多
行业内的专家尧 学者在展台前驻足观
看袁深入交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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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环科

协同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
大力拓展城市固（危）废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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