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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俄罗斯实现汽车生产“本
土化”的重庆力帆集团，在当地又投
资建设了规划年产能 6 万台的汽车
组装厂，更深入地扎根俄罗斯，与俄罗
斯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共同成长。

这个中国民营汽车企业的副董事
长陈卫说，10年来，力帆在俄罗斯的
经营推动了俄罗斯汽车产业提质升
级，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力帆在俄罗斯投建汽车组装厂的前一
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通
过这一倡议，将能够让不同发展阶段
的国家和地区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
荣。两年后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中，“优化产业链分工布
局”被列为十大合作重点之一，将推
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
展。

当前，由于全球产业分工固化造
成的国家间不均衡发展、资源与贫富
差距越来越大，许多新兴经济体尽管
加入了世界经济分工，但长期徘徊在
全球价值链中下游，而许多欠发达国
家甚至都未能挤入全球价值链与产业
分工。

摄影时画面边缘会产生失光的“暗
角”。这些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乃至游
离于之外的经济体，便委身于全球价值
链的“暗角”中，时刻承受着经济失衡程
度严重加剧与扭曲的压力。

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
说，“一带一路”通过推动全球价值链重
构,逐渐形成联动式发展和生产链，将为
欠发达国家提供加入世界经济分工的机
会，为新兴经济体创造提升全球价值链
位阶的机遇。

“这些国家有望搭上新一轮全球化
列车,走出全球价值链‘暗角’，并逐步
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高工业化水平,实
现经济现代化。”廖成林说。

在去年 9 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发挥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帮
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
价值链，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
流、融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
茉楠说，在后金融危机的全球制造业大
变局时代，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全面提升
制造业的产业链，形成战略优势、扩大价
值空间，是新兴经济体迎接新一轮全球

竞争最重要的方面。
在全球价值链上，中国正在从低端加工
制造业大国向高端制造业强国转变。

张茉楠说，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
中枢，中国可以向仍处工业化初级阶段
的国家转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这
些产业对承接国而言是产业升级和工业
化重要部分。

“一带一路”助推新兴经济体提升
全球价值链位阶，并局限于产业转移与
产业合作，还包括贸易协同发展。

在厄瓜多尔南部的萨莫拉省，一座
现代化铜矿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
是安徽铜陵有色联合中国铁建共同投资
17.21 亿美元建设的米拉多铜矿———由
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施工，将加速
厄瓜多尔采矿产业发展，促进矿业产品
的出口。

现阶段，米拉多铜矿所在地的人们
仍住在丛林小木屋中，靠放牧种树为生，
在铜矿建成运营后，他们有望成为当代
产业工人，过上现代生活。厄瓜多尔战略
协调部长波韦达指出，该矿业项目的发

展将为厄瓜多尔中期发展提供稳定的资
金来源，并为厄出口创汇作出贡献。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
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中国已连续
3 年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
成为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
贸易伙伴。预计未来 5 年，中国进口总
额将达到 8万亿美元。

在张茉楠看来，以中国为中介形成
了分别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 “双环
流”体系。与过去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
边缘开展传统“南南合作”不同，如今新
兴经济体可以基于“一带一路”在“双环
流”体系中开展“新型南南合作”。

无论是俄罗斯制造的中国汽车，还
是中国进口的厄瓜多尔铜矿产品，都是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对全球价值链
重塑的缩影。张茉楠表示，“一带一路”
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建设利益共享的全
球价值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形成互利
共赢的全球区域经济布局和合作网络。

新华社

“一带一路”助新兴经济体走出全球价值链“暗角”

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施工现场。

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中方营地。

“家和、友善、工作顺”这是张吉
山对工作和生活的淳朴追求。在街坊
邻居看来，张吉山不仅是好女婿，更是
一个称职的儿子，而在同事眼里张吉
山又是一名品行厚道、德技双馨的好
员工。

百善孝为先，张吉山是一名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的孝子。张吉山的母亲
去世早，他对自己的继母就像对亲生
母亲一样亲，用真情打动老人，与老人
相处融洽。父亲和继母居住在铜山老
家，每逢节假日时他都带着妻儿去看
望，买上菜，展露一下自己的厨艺，为
老人和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老人
们缺什么就及时买回来，时常邀请老
人来安庆小居，并带着老人逛街、散
步、逛公园等，继母感慨地说：“吉山
比亲儿子还亲。”邻居说：“他厚道朴
实，对老人的孝顺也带动了社区很多
儿女孝顺老人。”

岳父去世后，怕老人一个人孤独，
张吉山同妻子和妻子的两个姐姐商
量，轮流接岳母来家住，大家多陪一陪
老人。张吉山是个心细的男人，平时外
出买东西，看到合适的总会给独居的
岳母带一份，每次岳母收到女婿买的
东西，总是很开心，但又怕女婿为自己
多花钱，张吉山笑着道：“咱们现在生
活条件比较好，孝顺您老人家是应该
的。”说得岳母心里暖烘烘的。张吉山
知道岳母年纪大，腿脚不好，尤其是天
冷时，走路便有些吃力，就特地为岳母
买来足浴盆让她每天晚上泡脚。老人
肠胃也不好，饮食稍微不合适就不容
易消化，他每天要做四五顿软和的饭，
让岳母少食多餐。他的岳母方国英夸
赞他说：“人家都说一个女婿是半个
儿子，咱家吉山就像儿子一样关心我
呢。”提起女婿张吉山，岳母的脸上总
是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女儿是张吉山夫妇俩的掌上明
珠，但是张吉山从不娇惯女儿，他不仅
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更注重培养女
儿独立生活、学习的能力。除了经常鼓
励女儿刻苦学习，还要求女儿养成团

结同学、礼貌待人和善于帮助他人的好
品性。女儿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
前茅，对于身边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女儿
会主动帮助人家。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
女儿都积极主动参加。女儿的每一点进
步，都凝聚着张吉山的心血和汗水。

张吉山业余时间爱好摄影，他经常
以家庭为题材，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的摄
影作品，然后放到电脑上一家人欣赏，既
其乐融融，又激发了每一个家庭成员对
生活的热爱。

“吉山是个好样的。”这是同事们对
张吉山的评价。张吉山是该矿机运工区
运转班主提升机操作工，他深知卷扬机
对矿山生产的重要性，为了确保卷扬机
的安全正常运行，每天他上班第一件事
就对卷扬机的闸盘间隙、首绳张力、主导
轮润滑、液压站进行系统的检查，确保设
备正常运转，正因他工作中认真仔细点
检、维护，及时解决了卷扬机可能发生事
故隐患。去年 9月 10日晚班，他班中正
常提升矿石时，发现卷扬机运行电流比
以往正常运行电流大，电机温度高，就立
即停车，向值班领导汇报，值班领导立即
安排维修人员进行检查，最后发现计量
漏斗称重单元有问题，致使计量漏斗装
载量比正常时多。正是他卷扬技术精湛，
工作认真负责，避免了因箕斗过载，而影
响主井运行安全，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
的肯定。

主井提升废石含有尾砂，黏性较强，
箕斗卸废石时，卸矿溜槽内部容易结底，
导致废石堆积在溜槽口，易造成废石溢
出，坠入井筒，砸坏井筒设施，为了不影
响废石提升，张吉山当班时每次都爬上
主井架，系好安全带，用吹风管从溜槽底
部一点一点向溜槽卸矿口清理，一清就
是一个小时，粉尘噪音都特别大，他全然
不顾，直至把溜槽口清理好，有力地保障
了主井废石的提升任务。正是他工作认
真负责，尽职尽责，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
业心，去年他连续 4 个月都出现过单个
班次提升量超过 1800 吨，10 月更是创
造了单班提升量 1925 吨的历史新记
录。 陶莉莉

好男人张吉山

本报讯 4 月 11 日，月山矿业公
司党委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传达了集团公司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培训班精神，学习了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国
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
及党的《准则》《条例》，班子成员在
会上交流了学习体会。会议还对该公
司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出具体部署。

开展多层次学习活动。以党委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为主线，拓展学习范
围，各党支部、各基层单位、部门利用
部门会议、支部三会一课和专题会议
的形式层层发动学习，认真学习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精神，确保传达到位、指导到位、
学习到位。

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党群部门负

责人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开展专题党课宣
讲。印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宣传单页，
发放到全体员工手中，促进员工学习。各
党支部利用宣传栏出一期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主题板报，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
加深全体员工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
治成就、发展成就、理论成就的深入理
解，增强员工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

开展多项特色活动。该公司将在党
员干部、职工中开展“学习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主题征文、知识竞赛、“知党章、诵
党章”书法比赛以及生产单位专项劳动
竞赛等特色活动，进一步营造学习氛围，
号召全体员工立足本职岗位，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以小我的兢兢业业汇聚成
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汇聚成对幸福生
活的美好展望。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金冠铜业分公司坚持绿
色发展、创新引领和成本领先的战略，
不断提升管理效率和提高发展质量，
着力打造绿色冶炼,继续领跑行业。

这个公司积极与国内外同行业先
进企业开展对标，不断优化技术经济
指标，确保安全环保持续稳定。今年将
对 《优化排烟收尘系统技术攻关》
《阳极炉、保温炉烟气系统优化》《全
厂废水减量化、RW3 废水资源化技
术研究》等科技项目的实施，解决影
响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安全环保问
题，确保安全环保保持长周期稳定。通

过开展《铜闪速熔炼过程砷污染物转
换行为与调控技术研究》项目，形成
基于工业大数据的砷污染物生成过程
预测与优化调控技术，实现铜冶炼过
程的源头控砷和清洁冶炼。不断拓展
对标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对标世界一
流企业，提升岗位工作环境和绿色冶
炼内涵。以提升系统作业率为中心，着
力解决制约生产的问题和瓶颈，确保
实现稳产高产，努力提升作业率。
2017 年目标将闪速炉作业率提升到
97%以上，2020 年目标为 98%以上。

与此同时，这个公司大力实施成

本领先战略，切实将成本控制目标落实
到科技创新活动中，努力从技术层面上
下功夫，查根源，找办法，提高解决问题
的实际能力，实现经济技术指标持续优
化。到 2020 年，铜冶炼综合能耗 （标
煤） 实现 212kgce/t、阴极铜达标率
100%。并通过对《新型高性能精矿喷嘴
的研究开发》《工艺过程钠盐减量化技
术研究与开发》《冰铜喷嘴优化研究与
应用开发》等科技项目的实施，从而实
现提质增效，继续保持世界一流铜冶炼
企业的先进地位。

夏富青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加强科技创新着力打造绿色冶炼

本报讯 一季度，铜冠机械公司
加工分厂共完成环保设备 8 台套、无
轨设备 29 台套、备件生产 225 件套、
加工工件 9674 件，其中，衬板螺栓和
地脚螺栓 9314 件。完成非标产品 39
台套，包括奥斯麦特炉上部炉体及
KYF-70 浮选机槽体 18 台等大型非
标成台套设备，总吨位约四百余吨。

今年来，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
在生产的两个非标设备重点项目是奥
斯麦特炉上部炉体的制作安装和
KYF-70 浮选机槽体制作。1月下旬，
接到奥斯麦特炉进点安装任务后，立
即启动安装方案，抽调精兵强将，于 1
月 30 日（农历正月初三）奔赴现场。
时值新春佳节，工地上冷风嗖嗖，寒气
入骨，现场施工人员只是紧紧衣袖、领
口，毅然投身现场作业中。在 7.6 米的
高空作业过程中，周围一片空旷，没有
任何建筑物可以遮风挡雨，施工人员
冷饭就着凉水，胡乱的吃上几口，就抓
起了焊枪又开始忙碌起来。现场施工
组里多人都得了严重感冒，大家没有
一丝抱怨，吃几粒药继续上。功夫不负
有心人，经过他们披星戴月的工作，终
于于 2 月 21 日保质保量的完成了第
一阶段任务。

为了确保出口至厄瓜多尔的
KYF-70 浮选机产品质量，需在衬胶
前进行整体试组装。加工分厂于 2 月
26 日着手试组装，因恰逢奥斯麦特炉
现场安装、斜顶水套、过渡烟道及外挂
水套及浮选机槽体全面铺开制作，人
员及设备明显不足，便开展加班连班
以确保交期。3月中旬，第一组浮选机
组装完成，协助单位某衬胶厂家对浮
选机衬胶前的预处理又提出了很多具
体要求，这无疑对铆焊件制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并增加了大量的打磨及
二次处理工作量。为了不影响衬胶工
期，铆焊二段工段长代声东主动在试
装现场协调指导，确保安全、质量和进
度，每次连班均坚持在现场带班，终于
于 3 月底通过了衬胶方的工序验收，
保证了下道工序的正常开展。

高金海 王和平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分厂
超额完成季度生产任务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池州片工场日前正在紧张有序生产。面对铜箔市场不断向好形势，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在继续优化合
肥和池州两地工场工艺，加强设备维保，认真落实生产计划，保证生产稳产高产的同时，今年以来重点加大了池州片 1.5 万
吨项目投产后的生产组织，加快磨合进程，促进项目尽早达产达标，以进一步提高产能。一季度，该公司共生产铜箔 7161
吨，超季度计划 10.17%，同比增长 12.9%，圆满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王红平 何 亮 摄

由于相思谷尾矿库在用的三相四线低压架空线已使用多年，考虑到随着相思
树景区的旅游不断开发，游客人数的逐年增加，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凤凰山矿业
公司日前对其进行整改。担任此项整改任务的机运车间供电班、维修班的党员发
扬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克服坝体坡度大、地表障碍物多施工条件复杂等困难，
人工登杆拆除架空铝绞线 300 米，铺设安装保护套管 200 米，低压电缆 100 多米，
顺利完成了整改任务，有力的保障这个公司相思谷尾矿库的照明和监控的用电需
求。图为整改现场。 段 青 陈飞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