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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聚焦六大目标全力奋战“下半场”
本报讯（胡毅 特约通讯员 王文

锋）在上半年生产经营利润超额完成进
度目标的基础上，进入下半年以来，攀
钢聚焦六大目标任务，抢抓机遇，盯人
盯事盯指标，努力确保年度经营目标
实现。

攀钢日前召开的经营活动分析会
透露，今年上半年，该公司聚焦契约化
经营目标和新攀钢建设核心任务，层层
压实主体责任，在钢铁市场大幅下滑的
情况下保持了较好盈利水平：经营利润
超鞍钢集团考核进度目标；铁、钢、材产
量分别超进度目标19.56万吨、18.77万
吨、20.82 万吨；铁精矿、钛精矿等产品
均超额完成计划产量；内部降本增效超
进度目标1.75亿元；部分新建产线快速
实现达产达效。

近期，国内外钢材需求继续收缩，
钢材、钒钛销售价格下滑，铁矿石价格
从高位下跌，攀钢面临市场进一步下滑
和矿石竞争优势减弱的双重压力，盈利
能力将会削弱。

如何应对困难，全力打好“下半
场”？攀钢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突出抓好“3·3·
3”治理工程和“1+4+4+1”产业体系建
设，聚焦经营利润、改革创新、科技创
新、智能制造、低成本绿色发展、固本强
基六大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

聚焦经营利润目标，积极应对市场
风险。提前做好市场研判，适时调整经
营策略，推进产品结构、原燃料结构调
整优化，提升产供销一体化能力；抓好
设备稳定运行，全力做好钒钛、钢轨、热
轧板、汽车板、建材、攀长特自炼钢等效
益品种产销规模，千方百计多创效益；
持续深入开展降本增效，全方位提高产
品成本竞争力。

聚焦改革创新，推进第三次管理变
革。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全定”和劳
务费压减工作，确保完成年度计划目
标；加快推进积微股份“双百行动”综合
改革、攀长特和工科咨询等单位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选择部分非钢单位探索试
点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符合行业
发展规律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持续开展
困难企业治理，进一步降低经营性企业

亏损面。
聚焦科技创新，构建第三代技术体

系。强化科技创新顶层设计，进一步深
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激发创新创
造活力。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加快突破

“卡脖子”技术，夯实当期经营和未来发
展基础；坚持开放合作创新，借助钒钛
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
创新平台，打造产、学、研、资、用高度融
合的成果孵化体系，加快把创新成果转
化为现实竞争力。

聚焦智能制造，实施数字化和智能
化转型。加强与先进企业的对标学习，
积极推进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转型
平台建设，构建集智能装备、智能工
厂、智能互联于一体的智慧制造体
系。补齐短板，重点在操控室集控、现
场无人或少人化等领域下功夫，努力
提高生产效率和制造水平；打造样板，
坚持目标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加快推
进攀钢钒轨梁厂等智能制造样板工厂
和“两化融合”示范线建设；开放合作，
与智能制造领域顶级企业联手，共同打
造“钢铁大脑”等高端项目，引领行业智

能制造发展。
聚焦低成本绿色发展战略，同时抓

好环保和降成本工作。在环境保护方
面，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快实施
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抓
紧落实成本费用压降工作方案，推动各
要素向行业领先企业看齐，力争用2至
3年时间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聚焦固本强基，坚持把防范化解资
金风险放在首位。采取极致经营、极端
压减存货及创造性地开展资金运作等
组合措施，确保资产负债率降至既定目
标；持续加强“三大基础管理平台”建
设，全面推动生产、设备、质量、成本及
安全环保工作整体再上新台阶，构建

“竞争在市场、竞争力在现场”的强大
基础管理能力；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持续加强违章查处和隐患排查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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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正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拟申请

减少资本，决定将注册资本从伍拾万元减少到壹拾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持说

明债权的证明材料，向我公司申报债权。

联 系 人：黄雅然

联系电话：3351418

攀枝花市正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减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新华街支行根

据《中国银保监会攀枝花监管分局关于同意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新华街支行更名的批复》（攀
银保监复［2019］13号），现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攀枝花新源路支行”。金融许可证营业地址
变更为：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 118 号 1 幢 1-1、
1-2 号，机构编码：B0002S351040003，发证机关：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攀枝花监管分局，金融许
可证编号：00560934，发证时间：2019年8月6日。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炳草岗支行

2019年8月13日

营业网点迁址更名公告

新征程新攀钢

攀煤精煤公司动力煤项目正式投产
本报讯（魏友梅 罗阳 报道）8

月 9 日，攀煤精煤公司动力煤项目正
式投入生产，标志着攀煤公司的又一
效益工程实现投产。

动力煤项目是公司根据当前煤炭
市场需求变化及周边煤炭市场需求，而
提出设计和建设的，是提升企业经济效
益的重要项目。整个工程是在利用现
有工艺的基础上，调整部分生产工艺流
程和设备改造换型，实现动力煤生产，
整个项目于6月底建设完工。为确保
项目顺利投入生产，精煤公司提前对不
同产品仓储进行重新划分，调运清理出
一个精煤仓用于贮存动力煤。与此同
时，该公司技术人员抓紧时间对设备进
行单机调试，并对集控信息化、装车平
车器及部分溜槽加以优化，为动力煤系

统的顺利运转打好基础。
随着设备的逐台启动，黑亮的煤粒

便随着设备跳动起来，经过分选后的动
力煤通过皮带运输机被源源不断的送到
动力煤贮存仓，技术人员在生产现场跑
上跑下，忙着对分选系统、脱水系统、运
输装车系统各个环节进行巡视检查，同
时对生产出的动力煤产品进行采样化验
分析，以确保动力煤产品符合用户质量
要求。目前，动力煤项目已完全具备投
入生产的要求，可实现焦精煤、瘦精煤和
动力煤三种产品生产的相互切换。

下一步，攀煤精煤公司在组织好
日常生产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摸索动
力煤最佳配煤入洗方案，使动力煤产品
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实现生产效益
最大化，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肖凤梅 报道）今年以
来，攀钢钒冷轧厂工会以“打造高端精
品，实现绿色生产”为目标，通过特色劳
动竞赛、产线攻关、清洁现场环境等多种
方式，引领职工为高端生产做贡献。1至
7月，该厂产品I组品率、成材率、合同兑
现率均完成公司考核目标；按计划开发5
个新品钢，新产品试制量22余万吨。

该厂工会以全年生产任务目标作
为竞赛内容，在各产线和库区积极开
展劳动竞赛。主要产线围绕重点合同
兑现率、高端产品成材率等重点指标
开展竞赛，以此提升高端产品的产量
和质量；库区、天车以钢卷吊运、日发
货量为竞赛指标，对库区汽车、火车发
货情况进行月汇总和月评比，并根据

竞赛结果进行奖励，进一步激发职工
的干劲。组织成立产线攻关小组，明
确攻关目标，制定攻关措施，明确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积极协调制造部、钢研
院等技术资源，与本厂工程技术人员精
准发力，着力解决产线疑难问题。

为实现精品钢清洁化生产，该厂
工会制定了现场清洁生产管理规定，
细化明确了各岗位职责，实行设备承
包到岗，对设备清洁时间、清洁程序、
清洁内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定期开
展现场清理行动，对产线死角、难点、
易污染区域进行常态化清洁。进一步
深化后勤服务质量，督促食堂、澡堂、
车棚等服务窗口改进工作，为制造精
品钢提供牢固的后勤保障。

攀钢钒冷轧厂工会助力精品钢生产

本报讯（陈星宇 报道）今年以来，
攀煤花山矿从煤质管理入手，注重生产
过程各个环节，以质量求效益、谋发展，
主打“提质增收牌”，为全年各项经营工
作目标任务的完成提供坚强动力。

该矿始终立足从源头抓起，从采
煤工作面接续入手，实行高、低灰煤层
工作面合理配采，有效控制原煤灰
分。加强煤质现场管理，采掘工作面
遇过断层、构造带、破碎带时，制定合
理的保质措施；开拓掘进巷道煤层厚
度大于0.8米时，执行分装分运，并经
验收通过后才可进入煤仓翻运；综采
工作面生产时，掌握好采煤机滚筒的
升降，采高及煤层正常时，禁止切割顶
底板岩石；加强工作面顶底板管理，提
高支护质量，优化回采工艺，避免冒顶

矸石混入影响煤质。
以降低原煤灰分为目的，加强采

煤机内外喷雾装置的投入和管理，保
证雾化效果；根据采煤工作面的岩层赋
水情况，提前采取了疏排水措施，并安
排好疏排水工程；做好设备的冷却水
管、高压供水管路、供排水管、皮带巷消
尘管及阀门的检查、维护和管理工作，
有效防止“跑、冒、滴、漏”外来水源进入
运煤系统。加强筛选管理，在煤仓口
安设了≤300×300㎜的篦子，同时做
好地面螺旋筛的维护及管理工作，保
证原煤筛分效果，提高筛分效率。

该矿通过加强现场管理、降低原
煤灰分及原煤筛选等一系列的措施，
较好的控制了煤炭质量，达到了控制
煤炭质量来提升效益的目的。

攀煤花山矿主打“提质增收牌”

8月6日，攀钢冶材公司机电分公司防尘组职工在对
辅料生产区域44号除尘器更换除尘布袋。

今年来，攀钢冶材公司以高度的国企责任和担当，在
不断完善环保设备设施，加强环保治理的同时，全面抓

好各类环保设备的运行维护管理，努力杜绝污染物跑、
冒、漏情况发生。目前，该公司 60 多台（套）环保设备均
保持稳定运行状态，保证了该公司周边良好的环境空气
质量。 （盛晓春 摄）

十九冶深圳正本清源

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陈建海 报道）近日，由中

国十九冶承建的大鹏新区排水小区正
本清源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施工一体
化）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根据国家有关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 ，工 程 质 量 符 合 设 计 和 规 范 要
求 ，观 感 质 量 好 。 各 参 建 单 位 在 大
鹏 新 区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站
的 监 督 见 证 下 ，一 致 同 意 项 目 通 过
竣工验收。

该工程是深圳分公司承接的水环
境治理系列工程之一，内容包括对深圳
大鹏新区下属的葵涌、大鹏、南澳办事
处等共计 101 个小 区 的 正 本 清 源 改
造，包括小区内部排水系统的改造、
与市政管网的接驳完善等工作，解决
了大鹏新区各街道片区内小区水环
境污染问题，提高了大鹏新区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了创建排水达标小区的
目标。此外，该项目还在大鹏办事处
对智能管网管控系统进行了试点安装，
尝试以大数据的传输及分析和云平台
的应用，解决监管管道工程质量及乱接
乱排等问题。

6060多台多台（（套套））环保设备稳定运行环保设备稳定运行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杨蕊华）
“您会因工作变动、收入分配、业务办
理等向主管人员请客送礼吗？”“您认
为你身边微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
哪些？”近日，攀钢钒提钒炼钢厂一名
普通职工收到的调查问卷，这是该厂
纪委整治“微腐败”专项监督行动的五
个内容之一。

“微腐败”专项监督行动有五项内
容，即调查问卷、思想教育、精准查纠、严

肃惩处、建章立制，分为宣传教育、调查摸
底、问题查纠，建章立制四个阶段展开，剖
析以岗谋私、以权谋私及作风问题等“微
腐败”案例，让干部职工认清“微腐败”的
真面目。厂纪委对收集到的问题进行逐
项分析，分类开展精准查纠，形成处理建
议，并编制《“小微权力”清单》《“小微权力”
运行流程图》《倒逼问责路线图》等规章制
度，为全厂完成契约化经营目标任务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攀钢钒提钒炼钢厂整治“微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