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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湖南本土汽车板当起了业务

员！

1 月 4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来到长沙县，深入上
海大众汽车等项目调研。

有陪同调研的媒体记者发现一个细节：省长杜家毫在上

海大众调研时，询问的一个问题和上月中旬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调研时问的问题惊人相似：“上海大

众的汽车板钢材是哪里制造的？”接下来，两位领导都关切地

向上海大众极力推荐湖南的本土企业华菱安赛乐米尔塔（即

VAMA）汽车板。
一个小细节，一个看似平常的问话，却饱含了领导们扶

持本土企业之心切。

作为 VAMA 的股东之一，AM 是世界公认的汽车板市场
领导者。近几年来，在 AM 专家的指导下，华菱涟钢力争形成
以 LG280VK、HSLA340 等高端汽车用钢为主的“拳头”产品，

加快 LG1100QT、52MnV4等预研产品开发。2014 年，涟钢生产
的汽车基板远赴 AM 欧洲钢厂进行质量验证，深加工后的产
品用于宝马、奔驰、大众等所有 AM 合作车企，质量全部合
格。

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在为湖南本土汽车板当业务员———这

个正能量，真是把涟钢人感动到泪奔：作为 VAMA 汽车板基
板供应企业，除了努力奋斗，没有任何借口！

另据湖南省内媒体报道，1 月 29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虹一行。湖南

与上汽集团合作良好，上海大众汽车长沙工厂建设稳扎稳打

向前推进，已成为湖南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的样板。适应“新常

态”的发展要求，以汽车板为主攻方向，以发展汽车工业民族

品牌为己任的涟钢，从政商高层的频繁互动中，自然也捕捉

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文/赵凌志

这两位“汽车板业务员”
真是蛮“拼”的！

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长———

上海大众湖南长沙项目开工建设

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调研上海大众长沙基地

到 2014 年 12 月中旬，华菱涟钢已累计为
VAMA 提供 15 万吨汽车板基板，外板通过成材
率达 70%，内板通过成材率达 96.5%。基板总体
质量达到 VAMA要求。

2015 年，VAMA 基板质量管理团队瞄准更
高目标，继续奋力前行！

涟钢质量管理部部长廖志提出建立缺陷评

级手册，以提高质量控制的稳定性。忙起来的时

候，有时凌晨一二点，他还会和现场技术员通电

话，关注基板的质量控制。

涟钢质量管理部副部长韩永峰也是大伙眼

中的“拼命三郎”，只要事关 VAMA 汽车板基板，
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会赶到现场。2014 年夏天，
他得知某卷钢有质量问题，便冒着 60 多度的高
温进入钢卷库，将问题找了出来。

有领导干部带头，其他人也不甘

落后。

28 岁的徐祖宏，是涟钢三级研究
员。2014 年 6 月，涟钢成立了以他名
字命名的工作室，“徐祖宏表检仪工

作室”，被人称为涟钢史上最年轻的

工作室。

徐祖宏每天工作时间都在 15 小时以上。他每天除了在现场严密关注产品质量外，回到工
作室还要和同事们对表检仪质量判定的准确性进行完善，对缺陷分析进行攻关。他还组织建立

了 VAMA 基板全线手册，对板坯和钢卷进行质量监控。在他们的努力下，表检仪的运行状况接
近了宝钢的水平。为进一步缩短与先进企业的差距，徐祖宏与同伴们还在没日没夜地钻研着。

“相信在 2015年，差距缩得更小，水平能够拉得更近。我有这个信心。”徐祖宏说。
“目前 VAMA 基板质量是受控的，但要彻底解决基板质量中存在的起皮、结疤等不稳定状

况，我们还要继续奋斗一至二年。”廖志说。

2015 年，上至管理者，下至普通一员，涟钢人的奋斗不曾停步。 文/肖根深

2015年，我们继续奋斗！

涟钢 2250 热轧生产线正在轧制 VAMA 基板

涟钢汽车板基板正在 VAMA 进行深加工



新年开门红浴 近日袁在怀邵衡铁路项目用钢招标会上袁涟钢螺纹钢凭借优良的性价比一举中
标 4 个包件袁将向该工程供应 20 万吨螺纹钢袁为该线螺纹钢总用量的四分之一遥

怀邵衡铁路东起衡阳，经邵阳，西至怀化，是国家“十

二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连接沪昆高铁与京广高铁。也

是继京广、衡柳、沪昆之后，湖南省境内第 4 条高铁线路。
工程总投资 324.3 亿元，线路全长 318 公里，建设工期 4
年半，设计时速 200 公里，为客货共线的国家一级双线铁
路。至此，在湖南省境内的 4 条高铁线路上，已有 3条用上
涟钢螺纹钢，彰显了涟钢传统长条材的品牌优势。

从 2 月底开始，涟钢将按照合同要求陆续组织发货。
目前，涟钢还在重点跟踪黔张常高铁项目以及娄益、益马

等省内高速公路施工项目，力争全年销往省内重点工程的

螺纹钢总量达到 35万吨以上。 文/陈小军

在钢材市场整体供大于求、客户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

钢铁市场“新常态”中，涟钢及时调整产品开发策略与部署，

重组优势技术力量，重点攻关高盈利品种，不断拓展创效空

间，高附加值的品种钢创效能力逐年递增。元月份，《湖南日

报》刊发消息，报道涟钢表现出彩的品种钢销研产等工作。

品种钢创效力争野破 3见 4冶
2014 年，涟钢全年品种钢销量达 133 万吨，创效 3.2 亿

元。

这一年，涟钢的产品创效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冷轧品

种钢更是担纲重任，其中深冲（高强）钢、镀层产品、电工钢

三大类产品创效额达到了品种钢创效总额的 84.3%。研发
成功的薄规格工程机械用高强钢，获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14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填补了国内空白，已在
中联重科等国内知名企业批量供货使用。研发的薄规格

LG960QT高强钢（即“薄规格工程机械用高强钢”）填补国内
空白，镀层产品成功打入美的等国内知名品牌用户。

2015 年已经拉开序幕，涟钢在看清市场潜在风险的同
时，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发展机遇。提出 2015 年实现目标
利润 4.5亿元。其中，要完成品种钢 164万吨，约占商品坯材
总量的 22.9%，实现品种钢创效 4.02 亿元。同时制定实施工
作计划，将品种钢从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层层落实责

任，分解目标。

品种钢 4亿元创效从哪里来钥

涟钢为此成立品种钢开发和应用技术研究工作协调领

导小组，负责检查评审研发进展、工艺改进节点计划及完成

情况。按项目制进行管理，设立 VAMA 基板、冷轧冲压用钢、
中高碳钢、热轧汽车用钢、工程机械用钢、电工钢 6 个项目
组，实行组长负责制，明确了一支 187 人组成的核心技术团
队，主导和参与从项目研发、应用技术研究到开发支持等在

内的相关工作。将品种销量及创效目标，逐一分解落实到各

项目组。除要求按节点完成 VAMA 转让品种外，涟钢对计划
研发品种、预研品种等均有时间和任务规定。在市场推广环

节，更是圈定重点客户。涟钢销研产相比往年，衔接更紧密，

要求更具体。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新一任会长张广宁日前表示，“中国

钢产量已经进入到峰值平台期，或者说到了拐点。钢铁行业

目前虽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正是调整转型升级的

最佳期。”

涟钢通过有序开展品种钢研发，旨在进一步加快产品

结构转型升级、加紧精益生产组织，实现生产成本低于行业

平均水平、产品收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文 /赵凌志

按“四不放过”的严苛要求，严格落实质量责任事故，近期，华菱涟钢制定实施 2015 年质量工作计
划，以努力实现过程受控、质量稳定、客户满意的质量目标。

“四不放过”，即原因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未考核和教育不放过，整

改措施未纳入标准化不放过。之所以对质量事故进行严格追责，是因为涟钢在追求向质量效益转型的进

程中，2015年对质量有着更具挑战性的总体目标。包括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为 0，同时，脱单材、降等改判
总量、外部质量异议损失、VAMA基板综合改判率及质量投诉率均有着严格而量化的规定。
涟钢对主要产品细分出 40余个实物质量 KPI指标，着手建立关键工艺参数、关键质量设备运行、能源

介质质量 KPI日常监控分析体系。并从加强客户需求识别，规范研发产品质量管理和关键原燃料供应管
理，加强工艺过程监控，提升质量整改有效性，建立和完善“涟钢-VAMA”一贯制质量管理体系，完善质量
信息平台的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和产品实物质量稳步提升。

抓住机遇 重点攻关 转型升级

开门红！
螺纹钢中标国家重点工程

“四不放过”苛求质量

元月 7日叶湖南日报曳报道涟钢品种钢销研产工作
艰难市场形势中袁涟钢要要要



织点巡检，确保设备 24 小时正常运行。
“我们一定能做到彻底消灭烟气和扬尘。”

点检组长贺英俊说。

不松懈院厂区空气质量越来越好

2014 年，涟钢厂区降尘量比上一年下降了
7.92吨 /平方公里，环境空气质量达到良好的天
数较上一年提高 3.02%。现在，涟钢每周都在内
部报纸上公布重点污染源自行监测数据及环

境空气信息，这既是一种自律，也表明企业对

空气质量改善有底气。

针对新环保法的实行，涟钢明确提出，2015
年将“对照钢铁行业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

值，分解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并与各单位行

政负责人业绩挂钩，推行内部超标排污费征收

管理，严格落实环保工作目标责任，促进各单

位变被动环保为主动环保。”

当前，涟钢正严格贯彻执行环境新法，层层

传递责任和压力，坚持领导带头检查环保，积

极应用新型污染治理技术，加快实施厂区雨污

分流、一炼轧厂烟气治理、焦化酚氰废水深度

处理等项目，同时采取措施，持续抓好现有环

保设施的稳定运行。 文/伍毅轩

2015年涟钢环保及减排目标
1尧实现较大以上污染事故为零曰
2尧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逸99.25%曰
3尧 外排废水合格率逸96%渊小污水尧

大污水改造后为 100%冤曰
4尧厂区降尘量 26 吨/平方公里.月曰
5尧二氧化硫渊SO2冤臆14181t/a曰
6尧化学需氧量渊COD冤臆393t/a曰
7尧氮氧化物渊NOX冤臆7500t/a曰
8尧氨氮渊NH3-N冤臆18t/a曰
9尧铅渊Pb冤臆1.5t/a遥

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施行，环保成为钢铁企业的生命线。涟钢高度重视环保工

作，正根据新法要求，进一步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2014 年以来，涟钢持续推进铁腕治环保，投入环保专
项资金 1.34 亿元，相继完成 210 转炉厂二次烟气除尘改
造、360m2 烧结机脱硫升级改造、6# 高炉煤气湿法改干法除
尘、大污水一期改造工程等环保项目，已投入运行。目前，

涟钢环保设施运转率达到 99.73%，外排废水合格率达
100%，SO2、COD 等各项环保指标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都
市中的十里钢城正呈现出“碧水蓝天，绿色钢城”的景致。

严考核院脱硫排放量更低

1 月 23日，炼铁厂环保车间 360m2 脱硫班操作室。
员工邹日祥和同事们正在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屏幕，认

真调整工艺参数，关注着烟气含水和二氧化硫流量表。班

长戴胜军则和另一组同事正忙碌着检查排灰输送系统和

压缩空气系统的设备运行状况。

今年，涟钢对环保设备正常运转率考核更严了，目标是

脱硫率达到 95%以上。
历经 3 个多月技术改造，炼铁厂完成了吸收系统、烟气

系统、工艺水系统等设备安装技术改造的施工任务。目前，

360m2 烧结机脱硫升级改造项目正在试运行阶段，元月底
将正式投入运转。而近期，脱硫率已达到 95%，排放量在
30mg，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600mg，滤出的洁净白烟完全是
安全无害的。

据了解，脱硫塔是过滤有害气体的重要设备，排放物在

脱硫过程中会将有害物质进行化学吸收，大大减少对大气

的污染。360m2 烧结机脱硫升级改造后，每年约可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 3000 余吨。

勤点检院工作区域更干净

210转炉厂精炼炉台上，地面干干净净。
“以前炉台一天要搞两三次卫生，现在一天一次就足够

了。炉台扬尘少，我们在这里上班心情也舒畅。”精炼车间

丙二班主操李必坤对工作环境表示满意。

2014 年，涟钢对 210 转炉厂二次烟气除尘系统进行了
改造，优化了烟气和除尘设施的各个吸风点，加大抽风能

力，确保除尘效果。并组织技术人员对环保设施整改优化，

采用氮气作为动力，除尘效率大幅提升。车间每天都要组

绿色钢城应考“最严”环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