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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
印发 《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旨在加快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

方案确定整体目标，进一步提升
部分行业清洁生产水平，预计全年削
减化学需氧量 8 万吨、氨氮 0.7 万吨。
筛选推广一批先进节水技术。建设若

干资源综合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和基地，
初步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会同财政
部启动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发布若干行
业绿色工厂创建实施方案或绿色工厂标
准。

方案提出重点工作，包括实施传统
制造业绿色化改造，围绕制造业清洁生
产水平提升，发布《水污染防治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实施重点
流域部分行业水污染防治清洁化改造。
会同财政部支持一批高风险污染物削减
项目，从源头减少汞、铅、高毒农药等高
风险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在钢铁、造纸等
高耗水行业，筛选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
节水技术。组织开展节能监察和跨区域
专项督查，在重点行业实施一批高效节
能低碳技术改造示范项目。推进绿色制

造体系试点，统筹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试点，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和绿色供应链管
理试点方案。会同财政部在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选择部
分城市开展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创建一
批特色鲜明的绿色示范工厂。开展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
展示范。 中国有色网

工信部印发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江西省地矿局?“十三五”发展
规划》近日出台。根据《规划》，?“十
三五”期间，该局将探明大中型矿产
地 24 处。其中铜矿 3 处、铅锌矿 2
处、钨矿 3 处、金矿 2 处、银矿 2 处、
中重稀土矿 3 处、萤石矿 5 处，其他
矿种 5处。

“十二五”期间，该局实施各类地
质矿产勘查项目 1597 项；地勘经费
总投入达 37.15 亿元，比“十一五”增
长了 121%；新增矿产地 90 处，地质
找矿取得丰硕成果；全局总产值、总收

入、生产增加值、节余与收益、职工人均
年收入均比“十一五”翻了一番。

“十三五”期间，该局地质勘查工作
将立足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努力实
现重要矿产勘查新突破。重点围绕长江
中下游（九瑞）、钦杭（江西段）、南岭
（东段）、武夷山（西坡）等 4 个国家级
重点成矿带，加大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
源潜力评价和重大地质问题研究力度，
树立绿色勘查理念，突出整装勘查区及
老矿区边深部找矿和紧缺优势矿产勘
查，围绕国家所需和江西重点优势资源

铜、铅锌、锡、金、银、锂、铷、钽铌、钨、稀
土、铁、钼等金属矿，以及萤石、滑石、高
岭土、石膏、石材、煤等非金属矿，页岩油
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能源，瞄准“四带
三区”和 5 个整装勘查区，深入部署地
质找矿工作，力争在赣北找铜、金、钨、萤
石，赣东找铜、铅锌、铌，赣西找煤、铁、
锂，赣南找萤石、稀土等方面取得更大突
破。

此外，“十三五”期间，该局将抓住
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机遇，发
挥专业优势，拓展水工环、农业、城市、

旅游、清洁能源等地质延伸产业及社会
公共服务市场，深入推进“净土”、“净
水”行动，加强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研
究，参与矿山复绿行动，开展矿山地质
环境动态监测、环境影响评估、恢复治
理及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等
工作，大力实施绿色工程，全面提升城
市品质，加强地热勘探与开发利用，构
建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同时推进矿业开
发转型升级，整合资源，探索矿业开发
新模式.。

中国矿业报

江西局“十三五”计划探明大中型矿产地 24处

2016年，葫芦
岛有色金属 集团
有限公司在 混合
所有制发展 承上
启下之年，有色市
场行情日益 严峻
的形势下，全体干
部职工坚定信心，
勇于挑战，全力提
高各项工作水平。
一季度，有色金属
总 量 完 成 74691
吨，超计划 2261
吨，对比去年同期
超产 11 吨；化工
产 品 总 量 完 成
133914 吨，超计划
4564 吨，对比去年
同 期 超 产 4986
吨，实现了首季生
产开门红，为“十
三五” 开局之年
创造了良好开端。

刘希良 摄

金川集团公司顺应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广泛开展全
员技术创新活动，处处呈现出开发新
产品、创造新工艺、推广新技术、转化
新成果的浓厚氛围。公司先后成功举
办 7 届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览，有
2800 多项成果展出，98%以上的成果
在生产中得到转化应用，累计创造经
济效益 10.1 亿元。

近年来，金川集团公司紧紧抓住
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和培养造就创新型
人才这个关键，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
转型升级。目前，公司已与国内 13所
高等院校建立了新型企校合作关系，
与 4 所大学共建了联合实验室，先后
开展科研攻关课题 500 余项，承担国
家科技计划 5项，取得重大成果 149
项。

为促进全员技术创新，公司成立了
职工技术创新活动组织机构，建立了职
工技术创新活动的运行、参与、评选、奖
励等机制，设立了每年 1000 万元的职
工技术创新活动专项基金和每年 100
万元的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奖励资金。公
司采取公开选题立项、揭榜攻关等多种
方式，引导职工围绕生产中的技术难
题、工艺优化、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技
术创新活动，由工程技术人员、技师等
一线生产技术骨干自发组成职工技术
创新小组，凝聚职工智慧，攻克生产难
题，目前已组建职工技术创新小组 950
个。

公司按照有劳模领衔、有创新团队、
有场地设施、有攻关项目、有工作制度、
有创新成效的“六有”标准，先后建立了
68 个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以劳模

带团队、导师带徒、骨干带全员的方式，
开展技术攻关。近年来，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共产生创新成果 1489 项，先
进操作法 148 项，合理化建议 1521 条，
专利 512项。针对电解生产残极率高这
一行业难题，铜冶炼厂彭明劳模创新工
作室发明制作了阳极机组防护装置、铜
屑收集设备等装置，降低了产品残极率
和加工成本，应用到生产后，阴极铜综合
能耗下降 6.15%，每年增加产值 1.2 亿
元。

通过广泛深入地推进全员技术创新
活动，金川集团公司拥有了一批新技术，
开发了一批新产品，催生了一批新成果，
造就了一批创新型人才。目前，企业拥有
高氧化镁镍精矿闪速熔炼、富氧顶吹镍
熔炼等 13 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且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镍、铜、

钴、铂族贵金属等 15 个系列 100 多种
产品。在新材料领域，相继开发了羰基镍
粉、四氧化三钴、高纯阴极铜、精硒等几
十种新产品。先后完成职工技术创新成
果 4896 项，先进操作法 376 项，合理化
建议 9839 条。公司专利申请数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目前已拥有专利 1883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7 项。每年都有 60
项以上的职工技术创新专利成果打包集
成，进入交易平台，实现职工创新成果市
场化。

如今，金川集团公司采选冶关键工
艺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综合技术
实力跃居世界同行业前三位，技术进步
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65%
以上。近年来，公司先后荣获中国工业大
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甘肃日报

金川集团开展全员技术创新推动转型升级

六年前，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
院的成立，让超材料这个略显神秘的
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超材料究竟
能干什么，有什么业务领域可以拓展，
成为行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4 月 8 日，由超材料电磁调制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深圳光启高
等理工研究院承办的 2016 年度超材
料学术与应用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全
国超材料研究与应用领域的近百位顶
尖专家与会，就该领域的进展、走向、
挑战和前景展开了交流。

本次研讨会由军事科学院栾大龙
大校主持。与会专家们认为，伴随着
超材料被“十三五”规划纲要列为大
力发展的领域，行业将迎来发展的春
天，超材料技术将推动我国尖端装备
的前沿研究和实际应用，并对这些领
域产生颠覆式的影响。此次研讨会，
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全球超材料领域不
可或缺的强劲力量，我国超材料开始
进入一个全面跃升的重要时期，正处
于由突破性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
的关键阶段。

超材料是一种特种复合材料或结

构，通过对材料关键物理尺寸上进行有
序结构设计，使其获得常规材料不具备
的超常物理性质。超材料是国际上重点
关注的战略前沿技术，曾被美国《科学》
杂志评价为过去十年人类最重大的十项
科技突破之一，是电磁波调制的重要技
术手段。

我国也高度重视超材料技术的发
展，曾在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新材料重大专项等项目中对
超材料研究予以立项支持。光启研究院
凭借在超材料领域的优势，参与了多个
重点项目，成为军民融合发展的典范。经
过六年的发展，该研究院在我国超材料
学术和产业化领域的领军地位和标杆作
用已得到广泛认可。领衔制定的全球第
一份超材料领域的国家标准《电磁超材
料术语》 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
施。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
形状记忆合金、自修复材料等智能材料，
以及石墨烯、超材料等纳米功能材料。这
意味着超材料已经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新华社总结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里
包含的未来 5 年中国计划实施的 100

个重大工程及项目，超材料就赫然在列。
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我

国在超材料领域的领先优势，成为此次
与会专家关注的重点。超材料电磁调制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光启研究院副院长赵治亚博士结合光启
的发展实践，就超材料技术发展与产业
化应用情况作了特邀报告。

赵治亚博士指出，超材料正朝着多
领域交叉的方向发展，涉及物理、化学、
工程、材料等多学科。各国都在积极推进
超材料在尖端装备上的应用，如美国、俄
罗斯、日本等，同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英国 BAE 系统公
司、日本三菱集团等机构也在长期支持
超材料的研究和应用。美国是率先将超
材料应用于新一代武器装备的国家，美
国国防部长办公室（ASD-R&E）把超
材料列为 “六大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
之一，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DARPA）把超材料定义为“强力推进
增长领域”，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
（AFOSR）把超材料列入“十大关键领
域”。

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安泰科技总工程师
周少雄表示，短短几年，我国的超材料技
术领域从一个非共识的概念，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由非共识逐步达成了共识，在
基础研究、材料研究、技术、应用等方面
都已经走上了快车道，在国际上处于领
先地位。

会上，专家们表示，中国引领了全球
超材料领域的发展，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话语权，超材料技术将推动我国尖
端装备的前沿研究和实际应用，对这些
领域产生颠覆式的影响。

会议最后，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航工
业集团副总工程师杨伟表示，这次研讨
会提供了共同思考超材料、憧憬超材料
的机会，希望超材料实现广泛的行业应
用，并走进千家万户。

来自海军、空军、陆军及军队有关
院校、科研机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地方高
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业的领导、专
家学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

中国有色金属报

我国超材料研发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中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
3 月份中国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为
137 万吨，较上月环比下降 6.04%，同
比增长 3.6%。1-3 月份累计进口量
400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34%。

1 月下旬沪伦比值回落，进口盈
利转至进口大幅亏损。受此影响，冶炼
厂订货量下降，致 1-2 个月船期后的
3月进口量环比出现下降。同样，比值
因素影响下，4 月份铜精矿进口量环
比或小幅回落。

从季度同比大幅增长来看，主要
得益于 1、2月份进口量的爆发。除了

12 月至 1 月上旬进口盈利情况较佳因
素外，部分去年、今年新投冶炼厂产能释
放、检修结束至铜精矿需求上升，而国内
矿供应受铜价影响难以满足，进口铜精
矿需求进一步被拉动。

根据追踪的 2015-2016 年扩建项
目来看，我们预计 2016 年精铜产量将
达到 775万吨，同比增长 4.7%。而反观
废铜使用率、粗铜进口量、国内铜矿产量
等短期难有大增可能，因此 SMM 预计
2016 年同比铜精矿进口量仍将保持两
位数的大幅增长。

中国有色网

一季度铜精矿进口同比大增

巴西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淡水河谷发布公告称，公司 2016 年
第一季度铁矿石产量达到 7750 万
吨，创下公司历史上第一季度最高产
量。

2016 年第一季度，卡拉加斯产
量达到 3240 万吨，创下第一季度产
量新高，较 2015 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490 万吨，增幅为 17.7%，这主要得益
于 N4WS 与 N5S 矿区的优异表现。

2016 年第一季度，图巴朗球团矿
工厂（图巴朗 3 号、4 号、5 号、6 号、
7 号及 8 号工厂） 产量达到 720 万
吨，创下第一季度产量新高，较 2015
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10 万吨，这主要
得益于上述工厂整体表现的提升。

与此同时，2016 年第一季度，镍
产量达到 7.35 万吨，创下第一季度产

量新高，较 2015 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4300 吨，这主要得益于萨德伯里工厂良
好的营运表现以及新喀里多尼亚工厂的
产量突破记录。

此外，铜产量达到 10.99 万吨，创下
第一季度产量新高，较 2015 年第一季
度增加了 5300 吨，这主要得益于萨洛
博工厂的成功达产。

在同一季度，黄金产量达到创纪录
的 11.81 万盎司，这主要得益于萨德伯
里工厂良好的营运表现以及萨洛博工厂
的成功达产。

同期，煤炭产量为 170 万吨，较
2015 年第四季度增加了 4.9%，原因是
澳大利亚冶金煤产量增加；同时较 2015
年第一季度减少了 1.9%，原因是莫阿蒂
泽煤矿产量减少。

中国有色网

淡水河谷首季铁镍铜产量均创历史记录

据中国证券网 4 月 19 日消息，
上午，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了全球首
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
“上海金”基准价格于今日诞生，首笔
“上海金”基准价定格于 256.92 元 /
克。

所谓“上海金”，是指上海黄金交
易所推出的定价合约，指以人民币计
价的、在上海交割的、标准重量为 1
千克且成色不低于 99.99%的金锭，通
过上海黄金交易所定价交易平台的系
统实现的交易。

而“上海金”基准价（Shanghai
Gold Benchmark Price），则是指
“上海金” 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
定价交易平台通过“以价询量”的集
中交易方式，在达到市场量价平衡后，
最终形成的人民币基准价格。

在上午举办的基准价发布仪式
上，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了 12 家定

价成员和 6 家提供参考价成员名单，以
及 18位国际顾问名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
费国，其中，上海黄金交易所已连续九年
位居全球第一大黄金现货场内交易所，
交易所场内集聚了国内外重要的黄金
生产、消费、金融、投资企业。因此，上海
黄金交易所推出的“上海金”基准价将
会充分反映出中国黄金市场的供需关
系，代表着中国黄金市场的价格趋势，
具有使用价值；可以为黄金市场提供可
交易、可信赖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
格。

同时，目前中国黄金衍生品市场一
直缺乏以人民币计价、且权威公允的黄
金时点价格，“上海金”基准价的推出将
有助于中国黄金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
展，亦将对与黄金相关的金融产品、理财
产品及衍生品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有色网

首笔“上海金”基准价定格于 256.92 元 / 克

今年前两个月，江铜九江铅锌金
属有限公司铅冶炼分厂烟化炉两项指
标再度刷新纪录：烟化炉作业率平均
达 99.38%，同比提高 49.17%；烟化炉
渣含铅锌平均为 1.78%，同比下降
53.28%。

基夫赛特炉渣含有 10％锌、4％
铅及其他有价金属，这种炉渣需要经
过烟化处理进行综合回收。铅锌公司
铅冶炼分厂现行的烟化炉 - 余热锅
炉一体化装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炉渣
烟化处理系统，设有 1 台烟化炉、2 个
粉煤仓、2 套给煤机装置和 1 套鼓风
装置。传统的烟化炉吹炼方式是单炉
间接进料吹炼，存在溜槽和炉底冲刷
严重、进出渣口开堵频繁、员工劳动强
度大等问题。为适应基夫赛特炉直接
炼铅连续化大生产模式，实现铅锌联
合冶炼，以刘永康、荆旭冬等年轻人为
骨干的“创客”们主动请缨，在学术交
流匮乏的情况下依靠集体智慧，通过

采取抬高渣口高度、增加喷嘴长度、加大
风口孔径、使用溢流排渣等手段对炉渣
烟化处理系统进行改造，并创造出一套
全新的烟化炉液态渣连续进出吹炼方
法。在此基础上，技术团队还摸索出烟化
炉全冷料吹炼控制参数，实现了烟化炉
全冷料吹炼。

属冶炼行业首创的烟化炉液态渣连
续吹炼及全冷料吹炼技术，2014 年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迅速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2015 年，该公司烟化炉作业率
从一季度的 70.64%提升到四季度的
99.22%，烟化炉渣含铅锌从一季度的
3.31%降低到四季度的 2.31%。这一技
术的实施不仅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还大大改善了劳动卫生条件，有力促进
了节能减排。

今年，铅锌公司将烟化炉渣含铅锌
列为标杆指标之一，力争烟化炉液态渣
连续进出吹炼技术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有色金属报

江铜铅锌公司首创烟化炉液态渣连续进出吹炼技术

矿物业与冶炼厂不能大力运作。
目前，该工业的生产能力仅使用
50%。

印 尼 加 工 与 冶 炼 工 业 协 会
（AP3I）秘书长 Haykel Hubeis 称，
加工与冶炼工业不能大力运作，是因
缺乏原料供应，在还没有发生原料危
机之前，生产效率几乎达到 100%。

他强调说，至今，还未有足够的粗
矿供加工，事实上，已有工厂运营，因
此，冶炼工业需要财政奖励和帮助以
打入国内市场。

日前，Haykel 对记者称，这一向
以来，大部分的冶炼产品供直接出口，
国内下游工业缺乏兴趣，出口量占总
产量的 60%。“我们希望能获得财政
奖励，俾能有竞争能力，能被国内市场
吸收。”

Haykel 强调说，大部分的冶炼
产品理应被国内钢铁市场吸收，因钢
铁工业的需求非常高，冶炼厂品能被
使用于生产下游和中间产品。但国内
钢铁厂更喜欢直接从中国进口钢坯原

料，因价格比自己生产更低廉。“需要本
国市场义务（DMO），俾使冶炼产能增
长和供应国内需求。”

该国 21 家冶炼厂，其中三家是钢
铁冶炼厂，即 Delta Prima Steel 公司、
Indoferto 公 司 和 Meratus Jaya
Steel 公司，每年总生产能力 80 万吨，
政府须推动下游工业吸收冶炼厂产品，
如果没有政府特别支持，所有的冶炼产
品将出口国外。“在国内市场能够大量
吸收后，我们才能创出商业规模的参数，
但那是长期性质，短期性是即刻解决上
述问题。”

根据数据，该国 21 家冶炼厂，其中
11 家已运营，还有 9 家仍在兴建中，除
了三家铁冶炼厂之外，还有铜冶炼厂、
锡冶炼厂、镁（mangan）和镍冶炼厂
等。

另一方面，政府仍言行一致要求全
国矿业公司兴建冶炼厂，日前，在经济统
筹部办公室举行的统筹会议，政府决定
数项政策以支持投资者。

中国有色网

原料供应缺乏 印尼冶炼厂生产能力仅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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