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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管主办

助推广东经济发展 增强稀土产业实力

胡春华到中国有色集团南方稀土调研
本报讯 6 月 16 日袁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尧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袁广
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一行到中国
有色集团南方稀土渊新丰冤有限公司
7000 吨/年 稀土分离项 目建设现场
调研袁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许树
森陪同调研遥
胡春华实地考察了新丰稀土项
目建设现场袁 详细了解了项目的工
艺设计尧环境保护尧资源节约和节能
降耗等方面的工作情况遥 在听取汇
报后袁 胡春华对中国有色集团近年
来在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
果尧 在稀土项目筹备过程中的不懈
努力及新丰稀土项目的各项环保指
标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胡春华指出袁广
东是稀土资源储备较 多的地区袁新
丰县是离子型稀土储量较大尧 管理
较好的稀土资源地袁 广东省各级政
府要给予高度重视袁优化资源配置袁
保证原料供应袁 全力支持中国有色
集团南方稀土项目建设袁 保障项目
顺利实施遥 他强调袁企业做稀土等资
源 开发 项 目 一 定 要 解 决 好 环 保问
题袁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遥 广
东省委尧 省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有
色集团在广东的发展袁 希望中国有
色集团以稀土项目为契机袁 扩大与
广东省企业的合作遥
许树森转达了中国有色集团罗
涛总经理对胡春华书记一直以来对
中国有色集团改革发展给予的亲切
关怀和支持表示的感谢遥 许树森表

胡春华渊前中冤到中国有色集团南方稀土渊新丰冤有限公司 7000 吨/年稀土分离项目建设现场调研遥
示袁中国有色集团所属广东珠江稀土
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从事南方稀土
分离 的龙 头企 业袁2013 年 4 月 18
日袁中国有色集团所属的中色南方稀
土渊新丰冤有限公司 7000 吨/年稀土
分离项目正式获批袁这是国家发改委
批准的唯一一个稀土分离项目袁是国
内最大的离子型稀土分离项目袁也是
国内稀土行业第一个工业废水零排
放项目遥 他强调袁中国有色集团将以

中色南方稀土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依
托袁实现与广东省在更高层次尧更宽
领域上的友好合作袁为广东省地方经
济的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遥
广东省有关厅局委尧 韶关市尧新
丰县的党政主要领导一同调研袁中国
有色集团出资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前尧中色
南方稀土公司总经理王继明及中国
有色集团总部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调研遥
中色南方稀土渊新丰冤有限公司
7000 吨/年稀土分离项目位于广东
省韶关市新丰县回龙镇遥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7 亿元袁 利税约
1.5 亿元袁为当地解决就业 500 余人遥
该项目将助推广东省尤其是粤北地
区经济发展袁进一步增强广东稀土产
业的实力遥
渊王 刚 李 彤冤

滨州市铝行业协会揭牌
崔立新等出席揭牌仪式遥

龙头企业引领：
产业集群催生行业协会

本报讯 渊记者刘京青冤 由山东
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尧山东创新集团有
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发起的滨州市铝
行业协会 6 月 26 日揭牌成立遥 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文献军袁滨

州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崔洪刚袁副市长
王文禄袁山东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
士平袁滨州市铝行业协会会长尧山东
宏桥集团行政总裁尧魏桥铝电董事长
张波袁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滨州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区域袁是
山东省的野北大门冶袁近年来经济快速
增长袁 铝工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袁
成长起以世界 500 强企业要要
要魏桥
创业集团为龙头的特大型企业袁并以
优势企业为引领袁在滨州全市范围内
形成三大特色产业集群遥一是以邹平
为核心袁 辐射魏桥的特色铝产业集
群袁这也是全国轻质高强合金新材料
示范基地尧 全国装备制造业示范基
地尧 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曰二
是以滨州经济开发区为核心袁辐射惠
民尧阳信的特色铝制品加工高端产业
集群曰三是以北海尧沾化为核心的循
环经济产业集群遥 在这些产业集群
中袁发展壮大了一大批铝材深加工企
业袁涵盖了拥有世界上技术装备水平

最高的熔铸尧热轧尧冷轧尧精整生产线
的魏桥铝电新材料公司袁全球最大的
轮毂生产企业中信戴卡袁亚洲最大的
活塞生产企业渤海活塞以及世界最
大的铝合金材料生产企业山东创新
集团遥
同时袁围绕铝材料加工袁还形成
了众多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中小
企业遥产品从体大身重的板锭到薄如
蝉翼的铝箔袁从交通用铝到电子产品
一应俱全袁众多铝加工企业的发展壮
大袁使得铝加工行业成为滨州市迅速
崛起和转型升级最快的产业之一袁也
使滨州市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最具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地区之一遥
野为顺应铝行业发展袁更好地推
动行业技术进步袁在魏桥铝电和创新
集团等企业的牵头组织下袁在广大铝
加工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袁滨州市铝行
业协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筹建成立遥 冶
渊下转 2 版冤

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第一责任与使命

本报讯 渊记者叶倩冤 6 月 28
日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
院渊以下简称再生学院冤在江苏省
常州市正式成立遥
再生学院是由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尧江苏
省循环经济协会和江苏理工学
院共同发起成立袁 按照三方共
建尧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进行管理袁实现产业继续人
才培养的培训尧产业关键共性技
术的协同创新尧战略性新兴产业
急需学科的发展和建设遥
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
金属学院成立大会暨专业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专题会上袁国务
院参事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会长尧再生金属学院名誉院长陈
全训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
金属学院成立表示热烈祝贺遥
他说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提出野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
的战略目标冶袁 基础是提高资源
重要保障能力袁关键是提升科技
含量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遥 提高
资源保障能力袁一是加强资源勘
探开发曰二是要积极野走出去冶曰
三是要大力发展再生资源遥发展
再生资源袁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尧降低能耗尧减轻污染尧变废
为宝尧化害为利袁符合生态文明
建设的要求遥我国再生有色金属
产量连续两年突破 1000 万吨袁
随着社会消费量的增长袁再生有
色金属的消费还将增长遥发展再
生资源袁 离不开技术和人才支
撑遥 当前袁再生有色金属产能面
临转型升级袁广大企业对人才的
培养培训有迫切需求遥再生学院

将成为再生有色金属产业人才
培养培训基地袁 成为关键技术尧
共性技术研究和装备开发基地袁
成为构建再生有色金属科技创
新体系的重要力量袁这是一件利
国利民的好事遥
他希望再生学院能够担当
起人才培养使命袁培养一支规模
宏大尧结构合理的再生金属人才
队伍遥他还希望学院担当起科学
研究使命袁推动关键技术尧共性
技术研究遥学院要和企业加强合
作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袁以高校
为依托袁以市场为导向袁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袁全面
提升学院的自主创新体系遥希望
学院能够担当起社会服务使命袁
促进学校教育和产业发展全方
位对接遥要探索建立共同的人力
资源管理平台袁提升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水平遥
陈全训还与江苏省政协副
主席范燕青袁国家科技部社会发
展科技司副司长田保国袁国家工
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
黄建忠袁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苏
春海和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
王建华共同为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再生金属学院揭幕遥
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
司长胥树凡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郑永和袁常州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成斌袁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吉位袁江苏
省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张
宪华袁江苏理工学院院长曹雨平
共同为江苏理工学院资源循环
协同创新中心揭幕遥

荫新闻速送

中铝山西企业召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渊记者王泽生 通讯
员李培新冤 6 月 24 日至 25 日袁
中铝山西企业党委领导班子召
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民主生活会遥 中央第 14 巡
回督导组组长胡振民袁中铝公司
党组书记尧董事长尧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组长熊维平袁中铝公
司党组成员尧副总经理尧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敖宏袁中
铝公司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第三督导组参加会议遥
会议由山西铝厂党委书记郭顺
喜主持遥
会上袁郭顺喜汇报了中铝山
西企业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筹备情况袁并代表企业领
导班子作了对照检查遥
中铝公司教育实践活动第
三督导组组长刘兴亮对中铝山
西企业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进行了点评院一是认真对
照检查曰 二是敢于直面问题曰三
是整改措施较为具体遥要求山西
企业领导班子进一步增强反对
野四风冶尧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自
觉性袁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和群

—中国黄金集团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的思考与探索
——

众观念袁继续高标准严要求抓好
整改落实袁以作风的明显转变推
进本质脱困尧 深化改革目标袁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袁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遥
胡振民在讲话中指出袁中铝山
西企业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作为落实中铝公司实施
本质脱困尧 转型升级和对标赶
超尧改革崛起的重大契机和重要
保证袁以野正风肃纪聚合力尧对标
赶超谋发展尧 改革崛起新跨越冶
为活动主题袁紧密结合本企业实
际袁深入推进活动开展袁给巡回
督导组留下深刻印象遥
熊维平在讲话中指出袁这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有深度袁 有辣
味袁有质量遥他强调袁一要继续查
摆问题袁 巩固民主生活会成果遥
二是要加强对所属单位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袁确保开出
高质量遥 三要切实抓好整改落
实袁 以实际成效取信于员工群
众遥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袁
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袁形成更加
鲜明的作风导向遥

特别提示

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尧党委书记 宋 鑫
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是中国黄
金集团公司渊以下简称中国黄金冤的
根本目标袁 更是检验企业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遥
近年来袁 中国黄金始终把安全
生产作为集团公司的第一责 任尧第
一使命袁强基础袁抓执行袁促提升袁推
进安全工作规范化尧 制度化尧 程序
化尧标准化袁为中国黄金野进军世界
500 强尧建设世界一流矿业公司冶袁提
供持久可靠的安全保障遥

提升“三种能力”
完善安全发展机制
目前袁 中国黄金已经形成中金
黄金尧中金国际尧中金珠宝尧中金建
设尧中金资源尧中金辐照尧中金贸易
荫读者热线押远猿怨苑员源愿4

七大板块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袁涵盖
了矿业尧珠宝尧建设尧地勘尧辐照尧贸易
等业务领域袁客观上要求企业对安全
生产工作必须有全局性尧 战略性思
考遥中国黄金牢固树立野大安全冶尧野零
事故冶以及野零容忍冶理念袁开阔视野袁
博采众长袁着力凝聚促进安全管理的
强大合力袁不断提升野三种能力冶袁坚
定安全发展信心袁 完善安全发展机
制遥
一是提升安全执行力遥 一位管
理大师曾经说过袁我国不缺少雄韬伟
略的战略家袁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
行者曰不缺少各类管理规章制度袁缺
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遥
在企业安全管理中袁为什么野三违冶现
象屡禁不止钥 为什么不能做到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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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钥 关键是缺乏执行力遥
写在纸上尧贴在墙上的是文章袁
落实在行动中才是执行遥 执行力是
检验企业管理效能的试金石遥 对安
全生产而言袁执行力就是生命力遥 因
此袁要重点建立健全集团尧板块尧企业
三个层面的垂直管理体系袁特别是集
团所属各级安全管理部门要有一颗
红心尧一副黑脸袁用铁的手腕加强对
安全生产过程的监督管理袁用铁的面
孔尧铁的心肠处理各类安全事故袁特
别是安全未遂事故和安全险肇事故袁
用事故教育干部袁用事故推动工作遥
今后袁 对安全工作的执行力只能增
强袁不能削弱遥在安全管理中袁中国黄
金对任何人袁绝不留任何情面袁不存
在任何特区袁 也不存在任何特殊人
荫网址押憎憎憎援糟灶皂灶援糟燥皂援糟灶

群袁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安全制度
之上遥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袁首先要严
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袁特别是各
级领导的管理责任袁野挪位子冶尧野摘帽
子冶袁决不姑息迁就袁严重的甚至要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遥
二是提升安全创新力遥企业的生
命力源于企业的创新力遥具体到矿山
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袁就是要大力实
施野科技兴安冶战略袁借助科技力量袁
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袁解放生产
力袁提高效率和效益袁实现企业的长
治久安遥
中国黄金要坚决淘汰国家禁止
使用的设备及工艺袁积极推广应用先
进适用的新技术尧新设备尧新工艺和
新材料袁(下转 3 版)

荫责任编辑押定律

荫版式押晓红

上期有色金属指数行情渊6 月 30 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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