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世界金属导报 几家欧洲钢

铁制造商宣布了扩大长材轧制产能

的计划，以此来为市场提供优质产

品，满足建筑和汽车行业用户日益严

格的要求。

意大利 Duferco Travie Profilati
公司在伦巴第圣泽诺纳维廖工厂继

续推进65万吨/年的梁式轧机安装工

程，计划于2023年开始生产大中型型

钢。该项目的实施将使该公司的长

材轧制产能提高到150万吨/年。

意大利钢筋和特殊钢制造商

AFVBeltrame 计划在罗马尼亚塔戈

维斯特建造一座钢筋和线材产能为

60万吨/年的生态智能工厂，工程计

划今年开工，四年内投产。

荷 兰 的 VanMerksteijnInterna⁃
tional公司（VMI）计划恢复在埃姆斯

哈文建造线材厂的项目。该项目将安

装一套生产5.5-20毫米低碳钢线材

的轧机，产能为58万吨/年，同时将配

套建设一座电弧炉炼钢车间。该工厂

将于2024年末或2025年初开始运营。

波兰 Cognor 集团计划为其位

于克拉科夫的 Ferrostal-Labedy 工

厂配备一台新的 18 机架轻型型材

轧机，以 160 毫米方坯为原料生产

45万吨/年的扁钢、角钢、钢梁、圆钢

和方钢。该轧线设备由达涅利供

货，计划于2023年底投产。

2022 年春季，西班牙西德诺尔

公司（sidenor）完成了Basauri工厂棒

材轧机的现代化改造。因此，该工

厂的长材轧制产能从 36万吨/年增

加到50万吨/年。

在拟建和在建项目完成后，欧

洲长材轧制产能可能会增加 300万

吨/年。

欧洲钢企持续增加长材轧制产能

国际钢铁

铁矿石速递

今日关注

河钢与宝马携手打造“绿钢”供应链

日前，河钢集团与宝马集团签署《打造绿色

低碳钢铁供应链合作备忘录》。根据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围绕绿色低碳钢铁材料的研发与应

用，基于宝马对钢铁材料的低碳需求，开发低

碳、绿色汽车用钢材料并完成相关认证，宝马将

成为河钢“绿钢”的第一家客户。从 2023年中

期开始，宝马沈阳生产基地量产车型将逐步使

用河钢的低碳汽车用钢。2026年起，宝马沈阳

生产基地将开始在整车量产过程中使用河钢生

产的“绿钢”。

鞍钢牵头实施的一课题通过国家验收

日前，由国家能源局主持召开的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课题——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

冷堆核电站“高强度安全壳板研制”综合绩效

评价会上，由鞍钢股份牵头、联合上海核工程

研究设计院组织实施的该课题通过验收。该

课题是鞍钢负责的首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

题，以大型先进压水堆示范工程为依托，开展

高强度安全壳用钢研究。

邯钢交付国内最厚规格超高强马氏体钢

近日，邯钢为山东某乘用车生产企业定制

生 产 的 1.8 毫 米 厚 冷 轧 超 高 强 马 氏 体 钢

MS1300 顺利交付，厚度精度和材料性能完全

满足客户需求，将用于防撞梁、底板梁等汽车

零部件制造。该产品是目前国内气冷工艺生

产的最厚规格超高强马氏体钢，较普通厚度规

格产品加价200元/吨以上。

首钢京唐LPG船用高强钢实现量产

首钢京唐瞄准能源用钢市场深入拓展，

近日新产品 LPG运输船用高强钢 P690QL1实

现量产，成功供货招商局金陵鼎衡船舶有限

公司。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液化气船制造企

业，首钢与鼎衡船舶有着长期稳定的友好合

作关系。

防城港钢铁基地原料码头全部投用

日前，柳钢集团广西钢铁举行防城港钢铁

基地专用码头101号、203号泊位正式启用暨首

艘轮船靠泊作业仪式，标志着该基地原料码头

已全部投用，柳钢集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据悉，101号、203号

泊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批复的重

点水运工程项目。101号泊位为20万吨级矿石

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400万吨；203号泊位为

5万吨级钢材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8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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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发布，钢铁行业如何落实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方案》紧扣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峰目标的落
实，全面系统部署工作方向，将有效指导和督促行业、企业扎实落实双碳
行动。钢铁行业是工业领域重点碳排放行业，应该如何围绕《方案》进行
总体部署，统筹谋划开展工作？

■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俄罗

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

莱斯文斯基冶金厂正式启动了新

一代涂层钢板的工业化生产，该批

产品按照涂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防涂鸦涂层，可以有效防止传

单粘贴或油漆痕迹造成的破坏，另

一类是抗菌涂层，能够有效防止致

病微生物的污染。

今后这两类产品将主要应用

于建筑、医疗器械设备领域。2021
年，俄马钢共销售了 160 万吨涂

层钢板产品，其中，高级涂层钢

板产品销量为 31.8 万吨，同比增

长 76%。该公司已经开始利用更

高弹性的聚氨酯涂料和聚酯涂

料生产涂层钢板产品，相关产品

适用于设计形状复杂的元件和

结构，如排水沟系统。

另外，该公司还在自主开发一

种名为“SteelArt”涂层的钢板产品，

目前正在制作这一品牌产品的九

种图案。计划向市场推出五种图

案，主要包括两种复古风格图案、

两种阴影重叠图案，以及一种模仿

不锈钢板的“钢铁珍珠”图案。

应用于建筑及医疗领域：
俄马钢推出高级涂层钢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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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金属导报 日前，鞍

钢集团攀钢协同中国钢研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校组成的项

目组，成功开发出钛合金化新型耐

磨钢，并形成钛合金化耐磨钢绿色

低成本制备技术和以“转炉—连铸

—轧制”替代“电炉—模铸—锻造”

的制备流程，充分发挥了钛元素在

钢中高强高韧、耐蚀耐磨的特性，形

成“资源—产品—产业”一体化完整

产业链，开辟了钛资源应用新场景。

项目组突破了困扰高钛钢连

铸生产存在的成分精确控制、钢水

可浇性、钢水夹杂物控制、铸坯质

量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研究开发

出含钛耐磨钢的“转炉—连铸—轧

制”制备流程，创造性地建立了

TiC颗粒增强型钛合金化耐磨钢

的个性化组织和析出调控方案。

目前，攀钢在国内率先成功实

现“转炉—连铸—轧制”钛合金化

耐磨钢浇注技术的应用，填补了国

内生产高钛钢技术空白。此次开

发的钛合金化耐磨钢，具有生产效

率高、成材率高、成本低、产品使用

范围广等优点。可广泛适用于自

卸车车斗、搅拌罐用钢、煤机输送

用钢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填补国内高钛钢技术空白：
攀钢开发钛合金化新型耐磨钢

政策解读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日前，

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力拓集团

（TintoGroup）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业

绩，受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以及铁

矿石价格走低拖累，力拓上半年利

润大幅下滑，该公司也因此将派息

减半，这标志着铁矿业躺着赚钱的

黄金时代已临近尾声。

数据显示，力拓今年上半年的

利润为 86.3 亿美元，低于分析师的

平 均 预 期 ，相 比 去 年 创 纪 录 的

121.7 亿美元下降 29%；该公司上

半年派发的股息为 43 亿美元（合

每股 2.67 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91 亿美元（合每股 5.6 美元）腰斩，

不过仍然是力拓公司史上第二高

的中期股息。

一年前，铁矿石和铜等关键大宗

商品价格飙升后，全球各大矿业巨头

都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然而，随着

全球通胀持续高企，美联储收紧货币

政策，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拖累了铁矿

石价格，并且整个行业的成本正在膨

胀，利润率正受到挤压。高盛预计，

铁矿石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现过剩，价

格可能跌至每吨70美元。

力拓上半年利润降三成

新材料新技术

信息动态

相关行业

■据信息资源网 随着中国汽

车出口量的大增，中国汽车企业开

始加快出海步伐，民营汽车巨头比

亚迪将投巨资订造最多 8艘汽车运

输船，有望成为中国第一家自建船

队的民营汽车制造商。

据了解，比亚迪计划订造 6-8
艘 7700车位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以

应对汽车出口量快速增长所带来

的运输需求。目前，比亚迪已经接

洽了包括招商工业、广船国际、黄

埔文冲和浙江扬帆集团在内的多

家中国船厂，新船预计从 2025年开

始陆续交付。据估计，比亚迪的每

艘新船造价将超过 8700 万美元，8
艘总价接近 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7.32亿元）。

比亚迪此次购船计划是该公司

确保其供应链稳定战略的一部分。

今年 6月，比亚迪表示，公司未来在

海外市场会加大力度。虽然公司在

开拓海外市场上面有较大压力，但

还是拿出了一些紧缺资源来推进全

球电动车市场。

目前，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业务

遍布全球六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

区，超过 400 个海外城市。上半年

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势头强

劲，屡创历史新高，连续4个月保持

单月“10 万+”的销量，累计销量达

64.14 万辆，已经超越特斯拉，成为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冠军。

比亚迪投资建造8艘汽车运输船

■据世界金属导报 来自业内专业机构数据

显示，全球目前正在建设 4790个金属和矿产资

本项目（包括采矿、加工和精炼），总投资价值

4430 亿美元。另有 10586 个项目正在积极规划

和设计中，总金额达 1.11万亿美元。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新冠疫情推迟的项目正

在重新启动，这比上一时期增加了8%。

低碳革命对铜的需求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你对排放量方面最差的

化石燃料——煤炭的投资与铜的投资进行比较，

低碳革命不会有一个好的起点——没有铜，低碳

革命就不会成功。

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铜金属强度

（每生产兆瓦所需的千克数）远不及煤炭或天然

气。为了产生 1MW的海上风能，必须安装大约

8.2吨铜。煤炭的相同数据为882千克。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为了到 2050 年达到低

碳目标，需要额外交付 1900万吨铜。这意味着

必须在未来20年内每年发现并投入生产一家新

的La Escondida公司，该公司是世界上利润最大

的铜矿企业。

业内机构跟踪了 708 个活跃的铜项目，

2022/2023年在全球开工，包括采矿、加工和冶炼

在内的这些项目的总价值为685亿美元。

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国和储量持有国智利

以 123个项目价值 183亿美元领先，其次是中国

拥有119个项目，总价值130亿美元，俄罗斯在24
个新铜项目上花费127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的支出为38亿美元，而加拿

大在新铜矿企业上的支出仅为微不足道的 4.84
亿美元，落后于伊朗和越南。

煤炭回归能源市场

与铜相比，煤炭在全球拥有1863个项目，价

值808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对发电和炼

钢的需求增加，过去一年的煤炭消费和产量猛

增。预计今年冶金煤消费将再次走强。

该人士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是

对不稳定供应商的推动——美国煤炭出口去年

增长了 26%。亚洲国家也在增加对煤炭开采的

投资，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正在建造的燃煤电厂

比退役的还要多。

中国 65%的电力来自煤炭，拥有大量储量，

并且正在大力投资整合，推动煤矿自动化，以供

应其庞大的发电厂队伍。煤炭开采也在近期吸

引投资，因为飙升的天然气价格使其成为一种更

便宜的发电替代方案。

专业机构预计：今年冶金煤消费将再次走强

确保工业领域碳排放2030年前达峰

《方案》作为工业领域碳达峰工作指南，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将科学引领重点行业

推进实施碳达峰工作。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以产业结构深度

调整为重点推动降碳。通过严格落实产能置换等

政策措施不断优化产能规模，持续深度调整产业

结构，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和协同耦合

发展，降低碳排放。

调整优化用能结构，以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

升为着力点推动降碳。促进工业能源消费低碳

化，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高可再生能源

应用和循环利用比重，是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的

必要路径。

推行绿色制造和低碳产品，以绿色低碳转型

为切入点推动降碳。《方案》的实施将推动工业全

产业链低碳化发展，加快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构建

绿色低碳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推动工业绿色

低碳转型，降低碳排放。

加快低碳工艺技术创新，以绿色低碳技术变

革为抓手推动降碳。以钢铁行业为例，2014-2020
年粗钢产量增长超过 2亿吨，但碳排放总量仅少

量增长，通过积极应用低碳工艺技术、推进节能减

排及装备升级等措施，大幅降低碳排放强度。《方

案》的实施将加快重点行业重大低碳技术工艺装

备创新突破与改造应用，推动重点行业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和经验，以低碳示范工程为

引领，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力度，降低碳排放。

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发展为突破推动降碳。《方案》的实施将加快推

动数字赋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以数字化为驱动

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水平，促进传统产业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降低碳排放。

此外，针对钢铁、有色金属等工业领域重点行

业，《方案》在“重点行业达峰行动”中提出了具体的

工作方向和分阶段完成目标，为下一步各行业制定

碳达峰实施方案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技术指导。

钢铁行业落实《方案》的相关建议

以绿色低碳转型赋能钢铁高质量发展：钢铁行

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坚定不移推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坚持

系统观念，统筹处理好钢铁行业发展和减排、整体

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以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推进绿色制造、发展循

环经济、绿色低碳技术变革、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

手，赋能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练好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功”和“内功”，加速推动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

展进程。钢铁企业应加快将落实双碳行动纳入发

展总体规划，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实际制

定细致可行的碳达峰方案，明确具体路径和任务举

措，做到纲举目张、有的放矢。

积极深入推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进一步深

入推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广绿色设计，探索产

品设计、生产工艺、产品分销以及回收处置利用全

产业链绿色化，加快钢铁行业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全流程绿色发展。按照全

面推行绿色制造的战略要求，以破解资源能耗约

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为出发点，加快构建高效、

绿色、循环低碳的钢铁工业体系。

积极创建具备“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

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特点的绿

色工厂。充分发挥钢铁企业产品制造功能、能源

转换功能、废弃物消纳功能及绿化美化功能，树立

钢铁与周边环境是和谐发展的“共同体”理念，构

建钢铁行业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

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应围绕“超级能效”、“零碳”

工厂、“绿电倍增”工程、“绿色微电网”等典型示范

项目积极推进应用，带动钢铁生产模式绿色转型。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通过推进钢铁行业

重大低碳技术、工艺、装备创新突破和改造应用，以技

术工艺革新、生产流程再造促进钢铁行业减碳去碳。

一是加强对氢冶金、低碳冶金、洁净钢冶炼、

薄带铸轧、无头轧制等先进工艺技术的研发，通过

创新寻求突破，解决好“卡脖子”钢铁材料、关键核

心设备进口和先进低碳技术创新问题。推动优化

产品结构，提高高强高韧、耐蚀耐候、节材节能等

低碳产品应用比例，带动富氢碳循环高炉冶炼、氢

基竖炉直接还原铁、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取得

突破应用，并加快推进工业规模化应用。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特别是中

央企业、大型企业集团、龙头企业应发挥引领作

用，加大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用上的投资力度，

实施生产工艺深度脱碳、工业流程再造、电气化改

造、二氧化碳回收循环利用等技术示范工程。同

时，联合上下游企业、行业间企业开展协同降碳行

动，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作、上下游

协同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体系。

主动推进数字化低碳转型：高度认识并重视

数字化赋能钢铁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的重要意

义。一方面，加快应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

泛在感知互联的工厂运行环境，提升烧结、炼铁、炼

钢、轧钢等生产过程的实时感知能力。另一方面，

开发基于数据驱动、机理模型的先进工艺控制系

统，构建面向主要生产场景的数字孪生模型，提高

生产和管理智能化水平。通过智能升级改造，全面

提高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水平，充分挖掘各生产环节

提质增效潜力，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力。

同时，围绕节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推广建立

健全数字化碳管理体系，构建“数据统计核算-集成

化对标-工序目标考核分解-预测及潜力分析”相耦

合的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全过程智能管控与评估

平台，逐步建立完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基础数

据库，统筹物料平衡、铁平衡及能源、污染物平衡，基

于“低碳发展规划 协同管控平台”总体链条设计，帮

助钢铁企业扎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系统推动开展绿色产品标准认证：绿色产品

认证是授予企业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允许产品使

用绿色认证标志，有助于消费者便捷识别，提高认

证合格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激励企业加强绿色

产品质量管理，提高绿色产品质量水平。钢铁行

业应积极响应《方案》要求，开展绿色产品标准及

认证工作。同时，围绕全生命周期理念，与汽车、

家电、建材等行业形成上下游产业联动，推动开展

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价，披露产品绿色属性。

（内容来源于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日前，大型滚装货轮“晨声轮”靠泊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公司八号码头，在装载各类商品车逾1900

辆后将起航运往非洲，这也是该港有史以来单船装载量最多的一个滚装国际航次。今年以来，随着国

内车企“出海计划”加速推进，山东港口青岛港积极拓展国际滚装航线网络布局和多样化物流模式，实

现“成本+时效”双优效果，商品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90%。

图为商品车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公司八号码头等候装船。 新华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