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钢荣获美国通用电气
“最佳突破奖”

美国通用电气水电公司全球供应商大

会举行袁太钢荣获野最佳突破奖冶遥
通用电气是国际领先的水电设备及系

统供应商之一袁水电装机量占全球的 25%袁
其中天津通用是其全球最大的水电设备生

产基地遥2016年袁太钢成为全球第一家通过
750MPa级高强磁轭钢批量认证企业遥 2017
年袁 太钢与天津通用签订乌东德首台机组
磁轭钢生产合同袁此后成为乌东德尧白鹤滩
项目 28台机组用磁轭钢的首家供货单位遥
如今袁太钢与通用电气的合作已走出国门遥

宝武重工与中国重型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宝武重工领导一行到中国重型机械研

究院股份公司考察交流袁 双方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遥
中国重型院是国家级应用技术开发研

究院所之一袁专业从事金属的精炼连铸尧轧
制精整尧挤压锻造尧节能与环保等领域的重
大技术装备研发供应袁科研优势明显尧技术
积淀雄厚遥按照协议袁双方将进一步围绕国
家战略布局项目和国家渊行业冤野卡脖子冶项
目等袁开拓钢铁冶金技术与装备市场遥

宝钢航运协助承办首届北外滩国际
航运论坛之“安全与合作”专题论坛

由上海市政府尧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
的首届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在上海举办袁
宝武资源宝钢航运积极承办其中的专题

论坛遥
论坛以野开放包容袁创新变革袁合作共

赢要要要面向未来的国际航运业发展与重

构冶为主题袁由 1个主论坛尧2个平行论坛
和 5个专题论坛构成遥其中袁野安全与合作冶
专题论坛由中国海事局承办袁 上海海事局
和宝钢航运共同协助承办袁 宝钢航运相关
负责人参加专题论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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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 张 犀

本报讯 今年中国宝武再增资

5000万元支持教育事业袁宝钢教育
基金会成立 31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已超 2亿元遥 这是从 11月 27日召
开的宝钢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渊扩大冤上获得的信
息遥 中国宝武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袁
宝钢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胡望明出席

并主持会议遥
本次会议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袁 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袁25
位理事全部参会遥 会议听取秘书处
关于 2021年度宝钢教育奖的评审
工作报告袁并就叶宝钢教育基金会财
务管理细则曳叶关于理事尧 监事备案
及成员调整曳等进行了审议表决遥

宝钢教育基金会

宝钢教育基金会是中国宝武支

持教育事业尧 回报社会的一项重要
举措遥从 1990年设立野宝钢奖学金冶
起袁30多年来野宝钢教育奖冶在教育
界及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袁广
大教师和学子纷纷以获得 野宝钢教
育奖冶为荣遥截至目前袁共有 6664人
获宝钢优秀教师奖袁19442 人获宝
钢优秀学生奖袁 全国 120余所高等
院校共有 26106名师生获 野宝钢教
育奖冶表彰遥
为进一步发挥宝钢教育基金会

野奖掖优秀人才袁 力行尊师重教袁推
动产学合作袁支持教育发展冶的宗旨
作用袁今年 8月袁中国宝武党委常委
会尧 董事会专题研究审议向宝钢教
育基金补充资金的预案袁 决定向宝
钢教育基金再投入 5000万元支持
教育事业遥 10月袁中国宝武投入的 5000万元捐赠款已
经到位宝钢教育基金会专用账户遥 2021年度宝钢教育
奖评审工作于今年 5月启动袁截至 11月袁在各评审学
校尧评审单位以及各评委的努力下袁各奖项的初评工作
已全部完成遥本年度野宝钢教育奖冶有 766名获奖师生袁
其中学生奖 496名尧教师奖 270名遥
与会的理事尧 监事尧 主任们就中国宝武再次增资

5000万元大力支持教育事业表示衷心感谢袁 并祝愿中
国宝武在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新征程中再创佳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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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由中国宝武发起并主办的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联盟成立大
会暨 2021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论坛在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举行袁来

自 15个国家的企业家尧专家尧学者集聚一堂袁共商应对低碳挑战之策袁共谋开创绿
色未来之路遥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陈德荣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袁发布了叶中国宝武碳
中和行动方案曳袁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袁广受好评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陈德荣的
演讲报告袁高屋建瓴袁前瞻性强袁理论联系实际袁既展现了中国宝武在低碳冶金创
新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袁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宝武心怀野国之大者冶的使命和担当遥

今天袁我们全文刊发陈德荣的主旨演讲袁后续将聚焦主旨演讲内容袁陆续推出
系列专题解读文章袁 进一步报道中国宝武在绿色低碳冶金技术方面的探索与创
新袁展示中国宝武作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责任与担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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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来宾院
大家下午好浴
我交流的题目是 野中国宝武碳中和

行动方案冶遥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全人类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严峻

的挑战袁 减排温室气体已经成为世界共
识遥 2020年 9月 22日袁习近平主席代表
中国向世界作出了 野2030 年碳达峰尧
2060年碳中和冶的承诺遥 时隔仅仅一年袁
2021年 9月 22日袁中国发布了叶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袁 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曳和叶2030 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曳袁明确了时间表尧路线图尧
施工图遥 2021年 11月 1日袁习近平主席
向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曳第二十六
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

致辞中进一步呼吁院要维护多边共识袁增
强互信袁加强合作曰要聚焦务实行动袁加
速绿色转型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袁推进能
源资源尧产业结构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袁
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遥 今天
我们举办创新论坛的主题是 野技术创新
引领钢铁低碳发展冶遥 在此袁我借助论坛
的平台袁从野我们的责任尧我们的方向尧我
们的行动冶三个部分袁介绍中国宝武的绿
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方案遥

第一部分：我们的责任

中国政府已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国际

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袁 将加大自主贡献
力度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遥中国宝武作为
全球最大钢铁企业袁 带头实现碳中和更
是责无旁贷遥
中国宝武产业布局是 野一基五元冶袁

野一基冶指的就是钢铁主业袁碳排放主要来
自钢铁板块袁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点也是
钢铁的减碳策略遥 2020年中国宝武的粗
钢产量达到 1.15亿吨袁分布在 17个钢铁
基地遥中国宝武的钢铁制造基本是以长流
程为主袁电炉钢占比只有 6.5%遥 由于各钢
铁基地的能源结构尧 产品结构有较大差
别袁碳排放强度差别较大袁对于中国宝武
来说袁不可能用一两种方式来实现整个集
团的钢铁转型发展袁 因为各个基地的资
源尧环境条件差异很大袁所以碳减排对中
国宝武有着比同行更严峻的挑战遥

中国宝武已经向社会承诺袁以 2020

年为基准袁2035年降低碳排放 30%至每
吨钢 1.3吨袁力争 2050年实现碳中和袁这
个目标不会变遥年初袁我们向党中央报告
了中国宝武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及低碳冶金的有关情况袁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宝武的 野双碳冶 工作方案作了批
示袁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第二部分：我们的方向

中国宝武碳中和冶金技术主要包括:
极致能效尧 富氢碳
循环高炉尧
氢基竖炉尧

近终形制造尧 冶金资源循环利用和碳回
收及利用等六方面的内容遥
第一袁关于极致能效遥 世界钢协数据

表明袁 过去 50年钢铁行业吨钢能耗降低
61%袁能源强度尚有 15-20%的下降潜力遥
全流程能源效率提升是钢铁行业目前减

碳的优先工作遥 瞄准余热余能资源化尧提
升界面能效的创新与应用袁 挑战极致能
效袁实现应收尽收遥在既有能耗前提下袁聚
焦钢铁能源领域共性难题技术突破尧中低
温余热资源的深度回收利用尧余压资源潜
力充分发挥和副产煤气极限回收和资源

化袁挖掘余热余能潜力袁推进最佳可适用
商业技术对标应用及二次开发袁不断去除
铁钢尧钢铸尧铸轧工序之间的野活套冶袁实现
极致的能源效率遥如果让中国宝武今天再
建一座全流程钢厂袁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
让高炉和转炉建在同一厂房里袁从而实现
一罐到底遥中国宝武最近主要有三个聚焦
点袁一是冶金炉渣显热充分利用遥 我是搞
炼铁出身袁以前用冲水冷却高炉渣是先进
工艺袁 但是今天来看炉渣显热浪费太大遥
二是提高铁钢之间鱼雷罐车周转次数遥过
去我们的鱼雷罐车像糖葫芦似的一串串

拉着运输袁最近宝钢股份已实现单个鱼雷
罐车电动运输袁大大提高周转次数袁以前
一天最多周转 3.5次袁现在目标是一天周
转 8次袁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铁钢之间的
铁水温降遥 三是实现铸轧之间的热装热
送袁最好是能够实现直接轧制遥 这就是我
们在能源效率方面的三项重点工作院高炉
炉渣显热尧铁钢界面尧铸轧界面遥用简单的
话来总结中国宝武挑战极致能效的目标袁
就是野消灭活套尧应收尽收冶这八个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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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荣在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中国宝武碳中和行动方案》发布

姻通讯员 大 宝

本报讯 日前袁广州 JFE钢板有限公
司举行系列重大改造项目全面完成总结

会遥 中国宝武党委常委袁宝钢股份党委书
记尧 董事长邹继新曰 广州市南沙区委常
委尧常务副区长魏敏曰南沙区委区政府及
有关单位尧宝钢股份有关单位尧日本 JFE
钢铁有关单位尧 工程建设单位及合作单

位相关领导出席会议遥
广州 JFE紧紧依托南沙区战略优势尧

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尧双方母公司的
行业优势袁2019年先后启动了系列重大
改造项目袁于 2021年 11月全面完成遥
项目建成后袁 广州 JFE拥有了具备

高强钢基板生产能力的酸轧产线尧 可柔
性生产普冷和热镀锌产品的两用产线尧
行业领先的全自动检测实验室尧向野废水

零排放冶目标迈进的废水处理系统遥 通过
系列重大改造项目的实施袁 有利于解决
超高强钢生产的野卡脖子冶问题袁进一步
提升国内汽车板配套水平遥 同时袁培养和
锻炼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袁 形成了一批
自主集成的成果和专利技术袁 推进广州
JFE朝着早日实现野百亿产值冶目标袁野成
为全球最好的单流程钢铁企业冶 的愿景
稳步前行遥

解决超高强钢生产“卡脖子”问题

广州 JFE系列重大改造项目全面完成
姻记者 杨 波

本报讯 近日袁从世界钢铁协会传来消息袁中国宝
武中央研究院能环所刘颖昊博士当选新一届 LCA专
家委员会主席袁 这是中国钢铁人首次当选世界钢协
LCA专家委员会主席遥

LCA即生命周期评价袁是一种野从摇篮到坟墓冶的
环境管理和分析方法与工具袁 是国际认定绿色低碳产
品的主要方法袁并逐渐成为评判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遥
世界钢协 LCA专家委员会成立于上世纪 90年代初袁
由来自全球各大钢铁企业的 LCA专家组成遥此前历任
主席由欧美钢铁企业代表担任遥
中国宝武自 2004年起袁派员加入该委员会遥 刘颖

昊博士是宝钢股份 LCA团队负责人遥 经过 10多年发
展袁宝钢股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 LCA应用体系袁为中
国钢铁行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系统化方法与示范遥

中国钢铁人首次当选
世界钢协新一届
LCA专家委员会主席

姻马钢记者 张 泓 通讯员 鹤 嘉 春 林

本报讯 日前袁马钢 MARC渊回收钢冤冷轧镀锌产
品在国内率先通过 SCS渊国际性认证机构冤回收成分认
证即野SCS翠鸟标志要回收成分声明冶袁将帮助 MARC
冷轧镀锌产品进军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遥
钢铁产品的回收成分认证对于推动钢铁企业节能

减排袁 促进钢铁产品的减量化与绿色化进程均具有积
极意义遥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含一定量废钢的回收钢越
发受到市场的关注和青睐遥
年初袁马钢了解到 IT行业对金属材料回收料有明

确要求袁 客户对回收钢预计需求量超过 1万吨/月袁而
国内其他钢厂尚未开展 SCS产品认证遥 想要获得客户
青睐袁必须拿到野SCS翠鸟标志要回收成分声明冶遥 为
此袁马钢团队迅速抢占先机率先通过该认证遥
目前袁 马钢已与某 IT知名企业达成战略性合作袁

签订关于共同开发回收钢新材料的合作协议遥

“SCS翠鸟”绿色通行证在手
马钢MARC冷轧镀锌产品未来可期

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申请袁经中宣部
批准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推出的重磅
纪录片叶钢铁脊梁曳袁11月 29日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渊CCTV2冤开播遥

2020年 12月袁叶钢铁脊梁曳在中国宝武钢
铁会博中心野金色炉台冶举行拍摄启动仪式遥纪
录片共分 6集袁是展示共和国钢铁工业百年历
程尧体现钢铁精神和担当的一部力作袁其中很
多内容在中国宝武拍摄遥 中国宝武相关部门尧
单位积极谋划尧主动配合摄制组做好前采及拍
摄工作袁为讲好中国钢铁故事共同努力遥
图淤 摄制组在马钢拍摄重型 H 型钢极

限规格产品成功发往美国夏威夷遥
图于 摄制组赴宝钢股份宝山基地拍摄遥

作为第四集叶钢连万家曳的主人公之一袁20余
载专注代言野宝钢汽车板冶的汽车板技术服务
首席工程师鲍平全程参与了拍摄遥
图盂 围绕核岛关键核心材料 690U形传

热管的国产化袁摄制组走进宝武特冶袁采访首
席工程师张立红遥

张 磊 金成超 摄

钢铁脊梁，是这样炼就的！
纪录片叶钢铁脊梁曳央视开播

淤

盂于

喜 讯

施 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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