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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野卡脖子冶技术袁必须

靠自己遥早在 2013年袁宝钢股
份就开始探索解决氧化镁国

产化替代难题袁经过多年的技
术积累袁2017 年中国宝武中
央研究院硅钢研究所决定联

合国内企业跨界自主研发薄

规格低温取向硅钢专用氧化

镁遥 2018年袁薄规格低温取向
硅钢用氧化镁制备技术列为

公司级科研项目遥 2020年袁列
为公司 5项关键核心技术之
一袁 决心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袁
突破制约钢铁制造业核心技

术的短板问题遥中央研究院专
门成立了项目推进组袁并由硅
钢研究所吉亚明博士担任高

端氧化镁研发专项负责人遥吉
亚明团队一直从事取向硅钢

涂层及其原料的研发袁持续为
一流的宝钢取向硅钢产品表

面保驾护航遥

在宝钢股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领导小组和中央研究院

项目推进组的推动下袁吉亚明
博士带领团队开创了独特的

硅钢氧化镁合成工艺路线袁经
过 8年艰苦攻关袁终于在 2020
年取得实验室和中试阶段的

重大突破袁开发的 BW-H1实
验氧化镁在 0.30毫米低温取
向硅钢上成功试制袁底层质量
优于进口氧化镁遥 近期袁经过
改进优化的 BW-H1氧化镁
在 0.23毫米高等级低温取向
硅钢上实现了批量试制和使

用袁机组使用性尧底层质量和
缺陷改判率均优于进口产品遥
国产高端氧化镁的成功应用袁
不仅每年可节约成本 1500万
元左右袁也让中国宝武成为世
界领先尧国内唯一拥有该技术
的企业袁更为中国宝武高端取
向硅钢的原料安全尧产品质量尧
成本竞争等提供了保障遥

身边的榜样

人物院倪春华袁宝钢股
份湛江钢铁热轧厂轧钢单

元日班管理组组长遥

从上海到湛江 袁 跨越
2000多公里袁 倪春华在 7年
的支撑职业生涯中袁 精益求
精尧言传身教袁先后荣获广东
省冶金科技成果一等奖尧中国
宝武野金牛奖冶等荣誉遥
由于湛江钢铁热轧厂年

设计产能尚不能满足公司物流

平衡和区域市场需要袁 热轧厂
上下同欲袁想方设法提高产能袁
千方百计提升生产效率遥 在对
标各基地产线中袁 倪春华发现
端倪院 可以在更换精轧机工作
辊上面做做文章遥他主动请战袁
负责带队开展 野精轧工作辊换
辊提速冶项目遥为期两个月的探
索与攻关袁在确保轧线生产尧设
备稳定情况下袁实现精轧机野一
键换辊冶袁实施效果超预期挑战
目标袁 每次换辊时间提升 3.4
分钟袁 极大改善了产线工序成
本尧人员劳动效率尧设备综合效
率袁进一步提高了换辊智能化袁
为热轧厂单产线实现产能国内

第一作出重要贡献遥
为了利用好智慧制造尧不

断提升劳动效率袁 热轧厂打破
部门壁垒袁开展多岗位培训袁跨
部门整合融合袁成效显著遥倪春
华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袁再一次捧起书本袁自主学习

操作系统袁接下野操作台改造任
务冶遥结合多年的现场经验袁摸索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野零成本冶改
造操作台方案袁先后完成多个操
作台按键合并尧 操作界面合并
以及集中监控等硬件改造袁实
现主轧线生产一人操作的创新

先河袁为提升劳动效率创造了良
好条件袁助推热轧劳动效率尧运
行效率争创世界一流水平遥
之前袁倪春华带领徒弟一

路过关斩将袁以微弱之势挤进
宝钢股份选拔冲刺野全国钢铁
行业耶首钢杯爷轧钢工比赛冶的
行列袁但也为此野操碎了心冶遥
三个月来袁倪春华舍弃休息时
间袁 带徒弟到宿舍一点点讲
解曰开展模拟测试袁帮助徒弟
克服野畏赛冶心理遥在备战中国
宝武野轧钢工选拔赛冶的过程
中袁徒弟铆足了劲袁夺得第一
名浴 其后又成功摘得野全国钢
铁行业技术能手冶荣誉称号浴

野传承不是说教袁 是率先
垂范尧以身作则遥冶七年时光飞
逝袁 倪春华把职业做成事业袁
用创新突破自我遥

两千里外的传承
阴李文涛

人物院雷爱民袁太钢钢
科公司技术研发部检测首

席分析师遥

2013年袁雷爱民承担起筹
建钢科公司检测中心的重任遥
从无到有谈何容易浴 大家清楚
记得袁当时袁雷爱民要求所有检
测人员一个月内必须学会全部

检测项目袁否则不许回临汾袁而
她自己更是连续三个月没有回

过一次家遥团队没有辜负期望袁
检测中心取得碳纤维检测水平

领先业界尧 比肩国家航空航天
领域专业标准的不俗战绩遥
三期工程启动以来袁雷爱

民再次挑起筹建一座新检测

大楼的重任遥 这一次袁起点更
高袁任务更加艰巨遥流程设计尧
楼层布局要科学尧合理尧节能袁
检测用设备仪器要精准尧高
效袁费用要低袁还要最大化地
降低检测人员的劳动强度遥完
美就意味着超常的付出浴编写
检验计划尧 罗列仪器清单尧对
比技术参数袁她忙起来常常忘
记了时间遥 一次袁下午六点半
的讨论袁却让她在第二天凌晨
如卧针毡遥几名年轻技术员提

到的方案袁 连领导也动了心袁
但费用和消耗较现有方法高

出数倍袁对检测条件的要求也
极为苛刻噎噎雷爱民索性披
衣而起袁打开电脑袁她一定要
找出那个更完美的方案袁不仅
仅是为了说服领导和同事们遥
所有的坚守都在向着完

美挺进遥 2020年袁对雷爱民来
说是丰收的一年袁她带领检测
团队马不停蹄完成了 12项方
法的建立和优化袁提高了检测
精度和效率袁填补了多项检测
技术空白曰她参与了 4项山西
省科技重大专项尧1项山西省
揭榜招标项目尧1项太原市科
技项目的研发工作袁获得授权
检测专利 2项曰修订了纺丝和
碳化两大工序共计 49个检测
规程遥 不久的将来袁崭新的检
测大楼将拔地而起浴

完美背后的坚守
阴王俊艳

姻记者 夏 玮

本报讯 丹青写春秋袁
翰墨尽抒怀遥 4月 25日至 5
月 23日袁宝山宾馆野重现冶
书画藏品展开展袁数十幅书
法尧国画尧油画尧雕塑作品袁
融合古典与时尚尧传统与现
代袁打造了一个和谐尧愉悦尧
开放式的休憩空间遥

1978年袁 宝钢在长江
入海口打下第一根桩遥 1980
年袁宝山宾馆建成袁成为宝钢的对外窗口遥
作为上海早期涉外饭店之一袁宝山宾馆见
证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文化的繁

荣发展遥不少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外名人来
访后都留下了墨宝丹青袁宝山宾馆现藏艺
术品真迹涉及国画尧书法尧油画及雕塑等遥

2005年袁 享誉全球的澳籍艺术家薛
林纳先生受宝钢之邀袁将作品带进了宝山
宾馆遥 2006年 9月袁薛林纳以钢铁材料制
作的雕塑叶生命的喜悦要要要泰拉曳在宝山
宾馆落成遥

2019年 7月袁 宝山宾馆全面启动改
建遥 2020年 12月袁宝山宾馆作为中国宝
武宝山转型区域的七大首发项目之一重

新启航袁升级后的宝山宾馆主张野开放尧共
享尧绿色尧创新尧和谐冶的理念袁载入更多业
态袁融入更多新元素遥目前袁宝山宾馆融汇
主题酒店尧长租公寓尧特色商业等多种业
态袁构建未来宝山三大中心袁即商务中心尧
活动中心尧婚庆中心遥这里袁超大草坪风景
优美袁几何形的长廊潮酷感十足袁休闲吧
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遥

宝山宾馆“重现”书画藏品展

为弘扬五四精神袁 中南钢铁重庆钢
铁各家单位连日来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青年活动袁 激励青年员工为实现公司
的美好愿景与目标努力奋斗遥

制造管理部召开青年座谈会袁青年代
表围绕党史学习尧青年人才培养尧野大战红
五月冶等主题谈感受尧提建议尧献良策遥 制
造管理部鼓励青年以党的百年历史为鲜

活教材袁在学习中对标找差袁为公司打造

超千万吨高质量绿色智造钢铁企业贡献

青春力量遥 炼铁厂开展了 野百日安全无事
故冶青年应急技能大比武活动袁不仅锻炼了
青年员工的协同性袁 还提高了他们在关键
时刻从容应对抢险工作的能力遥
此外袁设备管理部尧物流运输部尧安全

保卫部等单位开展了趣味运动会袁展现了
青年员工积极向上的风采袁鼓舞青年以优
异成绩献礼建党 100周年浴

中南钢铁重庆钢铁院携梦前行
阴李超群

责任编辑：顾金枝 设计：徐晨杰 电话：021-20658240
2021.05.14 星期五
你我追梦人

邮箱：bgbs@baosteel.com 网址：news.baowugroup.com

发行电话：021-56121226 /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09号 8号厂房 电话：56082146 / 定价：全年 150元（上海） 180元（沪外）

激情燃烧红五月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在平凡岗位的宝武人，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智慧点亮明天，以

强烈的责任担当，朝着打造世界一流伟大企业阔步前进！

红五月袁 鼓舞着马钢员工为更加
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袁 他们坚守岗
位袁用奋斗诠释劳动之美遥

5月 1日袁 在炼铁总厂北区烧结
A机尾除尘工程改造施工现场袁 大家
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遥 烧结二分厂中
控工古月与点检员许建一早来到现

场袁检查尧记录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
状况尧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袁确保工程
有序推进遥 上午 10点袁 通过监控画
面袁古月看到烧结机台车料层出现波
动袁迅速赶往现场袁同看火工一起对
辅门尧平料板进行调整袁保障了烧结
矿生产过程稳定顺行遥 下午 4点多袁
操作生产画面显示院B机 1号圆盘流
量发生异常浴大家迅速到现场检查遥一
阵紧锣密鼓地野搜查冶后袁发现减速机
齿轮打滑才是野罪魁祸首冶袁导致下料
不畅遥值班点检员火速就位袁大家各司
其职袁 确保在线设备得到及时检修恢
复噎噎临近下班时袁生产日报显示院当
天产量将达到 25400吨以上袁 设备作
业率 100%噎噎经过一天紧张而忙碌
的工作袁 古月和同事们收获了一份滚
烫的劳动节大礼遥

5月 1日袁 冷轧总厂冷轧二分厂

镀锌作业区技术组组长周红兵早早来

到厂里遥这一天袁镀锌机组要生产高附
加值产品要要要汽车外板袁 对带钢表面
质量要求非常严格袁 作为技术员的周
红兵不敢有丝毫马虎遥 9点 20分袁对
讲机里突然传出质检工的呼叫院野出口
发现辊印浴冶周红兵三步并两步跑到出
口质检台袁和质检工一一排查野嫌疑冶
辊系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排查袁周红兵
终于发现了根源所在要要要一根橡胶辊

面上隐约可见黑色粘着物袁 必须第一
时间清除遥待安全措施确认好袁早已忙
碌得满头大汗的周红兵袁 和同事争分
夺秒继续清理起辊面噎噎看着质检工
检查确认质量正常的带钢袁 大家才想
起擦拭脸上的汗水袁 胜利的笑容洋溢
在每个人脸上遥

马钢集团院为质量护航
阴杨 磊 许永钢

五月的第一周袁宝钢股份武钢有限硅
钢部员工共同努力创佳绩袁生产尧质量等
各项指标达到目标进度袁合同兑付超目标
3%袁设备状态整体受控遥

5月 3日袁酸连轧产线计划停机袁为了
抓住停机的窗口期做好设备野保养冶袁设备尧
生产骨干人员闻讯而动袁纷纷放弃休假袁齐
聚厂里袁对设备进行维护遥焊机是酸轧的核
心设备袁 焊机厂家人员因种种原因不能赶
到现场袁大家只能自己动手检查遥有的部件
没有单个备件袁得从整个备件中拆卸遥获悉
兄弟单位存有备件后袁 设备管理室又进行
紧急协调遥在狭小的焊机电气室袁大家以现
场为战场袁与时间赛跑袁没有凳子干脆站着
讨论袁一边翻阅图纸一边讨论施工方案袁一
站就是近 4个小时遥 大家齐心协力袁提前 4
个小时完成了焊机备件的更换尧调试袁为酸
连轧产线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遥

在环形炉袁现场生产热火朝天袁大家
工作一丝不苟遥 丁班员工张斌在 CRT监
控室发现 7号炉的主空气压力偏低袁他马
上高度警觉院野这个问题容易引起炉子熄
火袁造成炉温无法达到预定温度袁影响产
品质量遥 冶张斌立即到现场查看主风机的
实际温度袁 然后回到操作室监控每段炉

温袁由于措施得当袁避免了异常情况的发
生遥 张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袁大家纷纷
为他点赞遥

五一节假日期间袁对五分厂CT6作业
区来说袁有一项艰巨的任务院停了两年多的
产线要在短时间内复产遥 复产团队负责人
刘松带头坚守袁大家分秒必争袁创造了全线
穿带尧单机试车尧全线联动尧最终实现高速
运转的良好业绩遥大家主动放弃休假袁换来
了机组既定目标的实现浴期间袁作业区骨干
韩寅的母亲入院袁 可他直到全线完成高速
运转尧达到阶段性目标后才告诉作业长袁匆
匆赶去医院遥 用他们的话说院野关键时刻我
们不能掉链子浴 冶五分厂骨干 24小时带班袁
保障了生产稳定袁其中取向硅钢成材率尧无
取向硅钢废次降率双双突破挑战指标遥

宝钢股份武钢有限院与时间赛跑
阴吴 刚

书写青春风采 百年来，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坚。在“五四青年

节”之际，各家单位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青年活动，激励宝武青年用爱国奋斗书写青春风采。

日前袁宝武炭材团委通过腾讯会议组
织了以野五四精神永放光芒冶为主题的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袁以思想引领提升党建带
团建工作站位袁 引导青年主动适应新格
局尧新发展要求袁推动青年在岗位上建功
立业袁取得新业绩遥
本期晚间课堂以播放叶觉醒年代曳预

告片为开端袁 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
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袁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人生遥 引导团员

青年认真学习党的历史袁 更多了解团的
历史袁 努力在宝武炭材的快速发展中跟
上野大部队冶袁多学多干袁成为生力军袁争
当主力军遥

青年员工表示袁 每一位宝武好青年
都是积极向上尧充满活力与正能量的野宝
武侠冶袁 血液里流淌着宝武创新的基因遥
要坚持学以致用袁在工作中增长才干尧练
就本领袁借助宝武炭材的大平台袁展现青
年独特风采浴

宝武炭材院野云端冶课堂
阴张 琪 盛乔瑜

姻记者 杨 波

本报讯 宝武智维强化员工队伍

建设又推重要举措遥 近日袁宝武智维
成立数控尧焊接尧工业机器人三大协
会袁通过搭建同工种尧同专业相互学
习尧互相交流的平台袁推广技术尧培育
英才尧打造高地袁进一步强化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袁 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素
质遥 这也是宝武智维发挥一总部多基
地特长优势袁互学互长尧整合化合的
有力措施遥

按照中国宝武提出的 野三个全
面工程冶中野要全面提升员工的能力
和素质袁 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袁打造多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冶工作
要求袁 本次专业技能协会的筹建成
立袁 是在宝武智维党政的统一领导
下袁由公司工会牵头袁宝钢机械厂尧
马钢检修承办袁 各职能部门支撑配

合尧沪内沪外互相联动袁共同组建筹
备组策划组建遥 前期袁筹备组深入基
层一线广泛调研尧精心策划袁并以海
报为载体袁 由员工自愿扫码加入的
形式进行公开招募遥 各专业协会积
极动员公司各事业部尧 分子公司及
生态圈技术伙伴踊跃加入对口专业

技术协会遥
宝武智维希望三大专业协会充

分发挥一总部多基地的业态和队伍

特点袁抓住野有成长尧有效果尧出人才尧
有获得感冶的根本袁将协会办成相互
学习尧不断提高的赛场袁提升素质尧学
用结合的平台袁进一步促进各基地间
相互学习尧共同提升袁推动员工成长
成才袁让技能大师尧知名工匠不断涌
现袁形成百花齐放尧百舸争流的良好
局面袁为公司打造成为中国宝武智能
制造高技能人才高地助力袁为公司生
产经营和智慧转型赋能遥

宝武智维成立三大专业技能协会

施 琮 摄

一线速递

为激发广大团员青年勇挑重担尧
开拓进取袁 以青春之力披荆斩棘袁日
前袁八一钢铁团委以野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五四精神冶为主题袁组织开展了
庆野五四冶系列活动遥
近日袁 巴州钢铁召开青年员工座

谈会袁重温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袁勉
励青年坚定理想尧 提升本领尧 务实肯
干尧担当作为袁把钢铁报国初心融入日
常工作中袁 为八钢高质量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遥青年结合个人学习尧思想和工
作实际踊跃发言袁 为企业发展建言献
策遥通过此次座谈交流袁激发了广大青
年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袁 大家表示
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袁 为巴州钢铁更
好更快发展添砖加瓦浴
在八钢乌鲁木齐总部袁 团员青

年代表收看了 野中央企业党建带团
建工作会暨五四表彰大会冶袁参观厂
史馆尧重温入团誓词袁并分成四个小
队在富氢碳循环高炉尧欧冶炉尧操控
中心尧 西域源等红色地标性建筑前

打卡尧与团旗合影袁展现八钢青年的
青春风貌遥

丰富的活动让团员青年深受鼓

舞袁表示将立足岗位继续拼搏袁坚定理
想信念尧厚植爱国情怀遥八钢团委将进
一步走进基层青年群体袁 以 野形式创
新尧注重实效冶为原则袁持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尧野献一计冶尧特色主题团日等
活动袁不断丰富教育实践活动形式袁引
导团员青年砥砺奋进袁 为八钢建设奉
献青春智慧和力量遥

八一钢铁院传承红色基因
阴巴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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