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市场为导向 推动新品迭出

集团能源环保部
在昆钢组织专题培训

集团能源环保部在昆钢组织专题

培训袁围绕长江大保护尧城市钢厂绿色
发展指数尧 绿色金融政策利用等开展
交流袁昆钢百余人参训遥

马钢长钢专利申报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

马钢长钢专利申报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袁一季度获批专利 20项遥至此袁
马钢长钢共拥有专利 43项遥

华宝投资拜访
上海自贸区金融工作局

华宝投资拜访上海自贸区金融工

作局遥该局表示袁将进一步支持华宝投
资在浦东的经营发展袁 在金融扶持政
策执行尧 金融人才引进落户等方面给
予更多支撑遥

巢湖轻量化项目（一期）
主体建筑全部封顶

宝钢金属巢湖轻量化项目渊一期冤
三栋主建筑单体渊定制型材厂房尧汽车
部件厂房尧综合楼冤已全部封顶袁这标
志着巢湖轻量化项目渊一期冤第二阶段
性目标已顺利实现袁 为项目整体工期
控制奠定了基础袁也为产线设备进场尧
安装调试尧试生产争取了主动遥

开启建设全球轮轴
领军企业新征程

要要要访马钢交材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 任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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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通讯员 德 胜

本报讯 近期袁 太钢集团宝钢德盛
在新一代 Cr-Mn-Ni-N系不锈钢新品
研发尧生产及市场应用拓展方面袁不断取
得突破遥

Cr-Mn-Ni-N系不锈钢以 Mn 代
Ni袁已逐步发展成为不锈钢的一个大类
品种袁市场应用范围广泛遥

宝钢德盛此次主要实现三种产品的

技术突破遥 公司首轮试制建筑领域专用
BN3P钢种 1000吨袁用户已试用成功遥此

外袁BN1A2合页用钢冲压切削性能较常
规钢种明显改善袁 用户下料磨具寿命提
高 50%以上曰 高强高耐蚀节镍奥氏体不
锈钢 BN2R成功产出厚度 0.5mm冷轧
卷袁将首次应用于德盛新产线厂房屋面遥
链接院BN3P具有良好的冷加工性

能袁主要用于门槛面板领域遥 BN1A2是
一种易切削用新品袁 可提高用户生产效
率遥 BN2R是一种高铬尧高氮尧节镍型奥
氏体不锈钢袁兼具优良的经济性袁适合应
用于不锈钢装饰面板尧建筑围护系统袁可
拓展应用于氯离子环境中遥

宝钢德盛新一代不锈钢开发持续突破

姻记者 杨 波

本报讯 近日袁 随着宝武环
科湛江含铁固废处置中心二期

项目正式投产袁其旗下运营的转
底炉已到达 7座袁这使宝武环科
成为国内运营转底炉数量最多尧
最稳定的公司遥

转底炉业务作为宝武环科

六大业务板块之一袁技术能力处
于国内领先袁 是支撑中国宝武
野固废不出厂冶的重要举措之一遥
2016年袁中国宝武首座湛江转底
炉顺利投产袁是国内首座投产后
连续稳定运行尧目前国内运行效
率最高的转底炉遥 预计至今年
底袁宝武环科国内运营的转底炉
数量将超过 7座袁具备固废处理
每年 200万吨的规模袁 为钢铁企

业野固废不出厂冶再立新功遥
宝武环科湛江含铁固废处置

中心二期项目于 2020年 3月启
动遥 该项目秉承 野配套湛江钢铁
三高炉冶野固废不出厂冶等原则袁成
功借鉴公司以往项目的好经验尧
好做法袁 凝聚了宝武转底炉的诸
多先进技术遥

项目投产后袁将努力实现一
次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袁二次
资源的回用价值最大化袁三次资
源的综合利用效益最大化袁使钢
铁主业与固废尧产品尧副产品利
用业务协调发展遥 同时袁宝武环
科将以野属地化管理尧专业化管
控尧市场化发展冶为抓手袁进一步
助力创建野无废工厂冶袁为实现固
废野资源化尧减量化尧无害化冶利
用努力遥

宝武环科“固废不出厂”有“两最”
国内运营转底炉数量最多尧最稳定

姻通讯员 中 刚

本报讯 5月 10日袁 河钢集
团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渊简称河钢宣钢冤举行氢能源开发
和利用工程示范项目开工仪式袁
这是由中钢国际承建的全球首例

氢冶金示范工程遥 标志着中钢国
际与河钢宣钢携手共同迈出了推

动传统野碳冶金冶向新型野氢冶金冶
转变的关键性步伐遥

3月 20日袁中钢国际与河钢
宣钢正式签订张宣高科氢能源开

发和利用工程示范项目合同遥 该
项目是全球首例使用富氢气源的

氢能源利用项目袁 其核心技术来
自中钢国际战略合作伙伴 Teno鄄
va公司遥 作为承载中国富氢低碳
新技术尧新工艺的创新实践袁项目
建成投运后袁 预计每年减碳幅度

高达 60%遥
此外袁 双方还签署了战略合

同袁将充分利用河北张家口地区国
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区域优

势袁实施更大规模的氢还原项目遥

链 接

早在我国签署 叶巴黎协定曳
后袁 中钢国际便开始布局低碳冶
炼工艺技术尧短流程技术尧氢能炼
钢等前沿技术袁 积累了丰富的项
目经验遥在此期间袁中钢国际承建
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两个直接还原

铁项目 袁 分别是阿尔及利亚
TOSYALI短流程低碳综合钢厂
和阿尔及利亚卡塔尔钢铁公司

渊AQS冤直接还原铁项目袁目前均
已投产曰 通过竞标拿到玻利维亚
绿色低碳短流程综合钢厂 EPC
项目等遥

迈出从野碳冶金冶向野氢冶金冶
转变的关键步伐

中钢国际承建全球首例
氢冶金示范工程开工

姻通讯员 鲍 武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认真落实党中央叶关于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曳 和中央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叶野我为群众办实
事冶实践活动工作方案曳的部署袁根据
叶中国宝武党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工作方案曳安排袁日前袁中国宝武
党委正式下发 叶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
践活动工作方案曳渊简称叶工作方案曳冤袁
要求各子公司党委尧直属党委袁总部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遥
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

的主要目标是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

验尧观照现实尧推动工作尧解决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尧优良

作风袁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尧根本宗旨袁
强化公仆意识尧为民情怀袁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尧 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和党员领导人员表率作用袁 结合中
国宝武实际袁 立足本职岗位为职工群
众服务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袁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袁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袁
用心尧用情尧用力解决中国宝武基层的
困难事尧群众的烦心事袁增强职工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袁 激励中国宝
武广大职工群众从百年求索尧 百年奋
斗的伟大历程中汲取坚定前行的力

量袁 以昂扬姿态助力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遥
按照叶工作方案曳袁此次实践活动

野办实事冶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
面袁一是突出宗旨使命袁围绕贯彻新发
展理念办实事遥 以此让职工群众分享
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尧 共享高品质幸
福生活遥二是突出责任担当袁围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办实事遥 以此进一
步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袁 加快脱贫

地区现代化进程袁 全面开启助力乡村
振兴崭新篇章遥三是突出优势特色袁围
绕服务保障尧民生需求办实事遥以此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遥四是突出为民惠民袁围绕关心
关爱职工群众办实事遥 以此有效提升
福利关爱感知度和满意度袁 把党的关
心关怀送到一线员工遥
为把实事办好袁办到群众心坎上袁

中国宝武党委高度重视袁 建立组织领
导体系遥 成立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袁由党委书记任组长袁党
委副书记尧党委常委任副组长袁成员为
相关部门负责人遥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与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尧 巡回指导
组合署运作袁 对中国宝武和二级党委
实践活动作出统一动员部署遥

实践活动期间袁 中国宝武广泛发
动开展五项行动院开展野我与群众面对
面冶行动袁深入了解群众需求曰开展野我
为群众解难题冶行动袁集中解决突出问
题曰开展野我为企业献一计冶行动袁带动

群团积极参与曰 开展 野我是党员做先
锋冶行动袁深化岗位建功和志愿服务活
动曰开展野我是党员促发展冶行动袁加速
提高智慧制造水平遥 通过在全集团范
围开展上述行动袁 确保实践活动有落
脚点袁做深做实做透遥

中国宝武党委要求各二级党委袁
要建立组织领导体系袁成立野我为群众
办实事冶实践活动领导及工作机构袁强
化责任担当曰要落实工作责任袁加强组
织领导袁重点抓好野四个突出尧四个围
绕冶袁 研究确定本单位重点项目清单袁
协调推进重点任务袁 推动为群众办实
事常态化曰要分类分层次实施袁办实事
求实效曰要加强宣传引导袁形成各级党
组织聚焦聚力尧广大党员积极行动尧广
大职工群众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曰要
厚植为民情怀袁 各级党员领导人员要
努力成为服务群众的行家里手袁 练就
服务群众的硬功曰要务求取得实效袁取
得强信心尧聚民心尧暖人心尧筑同心的
良好效果遥

把党的关爱送到职工群众的心坎
中国宝武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工作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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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李忠宝

本报讯 制约中国宝武高端取向硅钢产品的

最后一道关键之野锁冶被打开遥近日袁中国宝武联合
国内氧化镁制造企业开发的 BW-H1氧化镁成功
应用于宝钢股份 0.23毫米薄规格高等级低温取向
硅钢袁并且综合指标优于国外最高等级产品袁这也
标志着中国宝武破解了野卡脖子冶技术袁打破了国
外垄断袁实现了国产氧化镁制备技术的重大突破遥
取向硅钢是钢铁产品中制造难度最大的品

种袁被誉为钢铁产品野皇冠上的明珠冶袁而能否生产
取向硅钢袁是衡量一个国家尧一个钢铁企业制造技
术水平的重要标志遥 从 2008年宝钢股份野十年磨
一剑冶 自主研发成功代表世界钢铁业最高工艺技
术水平的低温高磁感取向硅钢并实现产业化袁到
2019年 B18R060极低铁损取向硅钢新品实现全
球首发袁一直以来袁中国宝武始终坚持走自主研发
之路袁实现从赶超到引领遥
氧化镁是取向硅钢涂层中的关键原材料袁主

要起隔离剂的作用袁 以防止带钢在高温退火阶段
粘连袁同时还会与硅钢表面的二氧化硅反应袁形成
优良的硅酸镁绝缘底层遥取向硅钢产品的产业化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底层形成技术的突破袁其中袁氧
化镁的作用至关重要袁决定着产品质量尧成材率和
成本竞争优势遥 而薄规格高等级低温取向硅钢底
层形成难度最大袁对氧化镁的要求也最高遥
截至目前袁 宝钢股份取向硅钢已覆盖当今世

界取向硅钢商业产品的全部系列袁 实现了取向硅
钢研发尧制造技术全面引领遥 但是袁宝钢股份薄规
格高等级低温取向硅钢所需的氧化镁却长期依赖

进口袁 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关键指标稳定性得不到
有效解决遥 氧化镁也由此成为了宝钢股份薄规格
高等级低温取向硅钢生产中的唯一没有得到妥善

解决的难题遥
渊下转第 4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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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

姻记者 杨 波

本报讯 5月 8日上午 10时袁
装载着一千余吨重型钢轨的野铁路

国际联运冶 列车从武昌东站出发袁
途经广西凭祥直发出口越南安员遥
这是欧冶云商首批直发越南的铁

路国际联运运输项目袁让中国宝武
大物流体系建设跑出铁路跨境物

流野加速度冶袁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

市场和促进国家经济

野双循环冶 发挥积极作
用遥

欧冶云商下属武钢

物流承担此次铁路国际

联运任务遥 列车装载的
是宝钢股份武钢有限生

产的 1150吨重轨袁通过
野点对点冶一站直达的铁
路国际联运方式袁 改变
了以往重轨出口东南亚

需在边境车站进行报

关尧换装等一系列操作袁
不仅减少了换装次数袁
而且简化了手续袁 缩短

了交货周期遥 发货人只需在发运站
办理一次性托运手续即可将货物

运抵另一国铁路到达站袁解决了办
理跨境物流业务的一大痛点袁为中
国宝武打开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市

场提供了便利遥

铁路国际联运首发！
跑出跨境物流“加速度”“点对点”直达越南用户

姻记者 杨 波

本报讯 中国宝武在产业金融

领域国际化发展中又迈出重要步

伐遥日前袁EFFITRADE生态圈用户
鞍钢集团与海外供应商通过该平

台开立了一笔超 3000万美元的区
块链电子信用证遥 这意味着跨境贸
易金融服务平台 EFFITRADE 通
过不断提升跨境贸易电子化尧数字
化尧便利化水平袁得到了生态圈标

杆企业充分认可遥
EFFITRADE平台为中国宝武

旗下欧冶金服自主开发的跨境贸

易金融服务平台遥 该平台对接跨境
贸易链上下游企业尧 承运公司尧海
关港口尧 金融机构等各方参与者袁
依托于行业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袁
利用大数据尧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袁
实现了单据文件尧物流装卸尧到港
通关等信息的实时数字化传递遥 值
得一提的是袁针对钢铁产业链始终

关注的跨境贸易结算安全与效率

问题袁平台向各参与方提供了一套
完整尧安全尧专业的解决方案袁推动
了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创新发展遥
在本笔业务中袁各参与方通过

EFFITRADE 平台袁 形成互信尧可
靠尧高效的合作机制袁全面提升信
用证业务全流程的效率袁实现了跨
平台的数据协同遥 同期袁厦门国贸
也在平台开立了一笔近 3000万美
元的跨境数字信用证遥

EFFITRADE跨境平台链接海内外生态圈
鞍钢开立超 3000万美元的区块链电子信用证

争做碳达峰尧碳中和引领者 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姻通讯员 刘金花 李宏伟

本报讯 中南钢铁重庆钢铁

在桥梁钢板品种拓展上取得新突

破袁成功试制 Q420qENH 耐候桥
梁钢板 808吨袁 产品用于甘肃省
兰州市榆中县桑园子黄河大桥项

目袁目前产品使用情况良好遥
耐候桥梁钢板作为一种高效

钢材袁 要求具有良好耐大气腐蚀
性能袁较高的强度尧韧性以及承受
机车车辆的动载荷和冲击袁 且要

有良好的抗疲劳性尧 焊接性和一
定的低温时效冲击韧性遥

Q420qENH耐候桥梁钢板产
品试制成功袁 拓展了重庆钢铁中
厚板品种规格袁 提升了产品差异
化竞争优势袁 为后期川藏铁路系
列耐候桥梁钢板的开发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遥 下一步袁重庆钢铁将加
强与相关方的合作袁 加快新产品
市场推广袁 开展相关工艺的新材
料尧新产品研发袁服务西南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遥

重庆钢铁新型耐候桥梁钢板成功应用

全面践行“两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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