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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冶赛迪的报道（上）

记者手记

3月 25日，中冶赛迪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收
到全球最大钢铁制造集团——阿
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的中标通知
书。

这意味着，中冶赛迪将为其
在乌克兰克里沃罗格的钢铁工
厂，提供9号高炉大修的设计方案
以及所需设备。

克里沃罗格钢铁厂9号高炉
于 1974 年建成，高炉容量 5000
立方米，是全球最早的特大型高
炉之一。

将这样一个“大家伙”交给中
冶赛迪，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
高层信心满满。

阿塞洛米塔尔为何如此信任
一家来自中国重庆的工程技术公
司？

“就系统解决方案而言，中冶
赛迪这块招牌在全球钢铁行业响
当当。”中冶赛迪党委书记、董事
长肖学文这样回答。

5月24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中冶赛迪采访时了解到一组数
据：截至目前中冶赛迪已有7家海
外分支机构，2018年签约41个海
外项目，合同金额19亿美元，占重
庆全市对外工程承包服务总额的
60%以上。

服务国际产能合作
承接海外项目合同

金额超300亿元

马来西亚，2018年。
由中冶赛迪总体设计、核心

单元设备成套的马中关丹产业园
年产350万吨钢铁项目全线投产。

该项目是中马两国政府间重
大合作项目，被列入国家“一带一
路”规划重大项目和跨境国际产
能合作示范基地。

越南，2017年。
东南亚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台塑河静钢厂建成投产。中

冶赛迪承担了这个钢厂的总体规
划设计、总体咨询、多个关键单元
的技术和设备供给以及后期运营
服务。

印度，2015年。
中冶赛迪在与英国等世界知

名工程公司同台竞争中脱颖而
出，赢得印度最大钢铁企业塔塔
钢铁KPO钢厂 2号高炉设计任
务。

KPO钢厂2号高炉设计炉容
为5870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世
界最大的新建高炉……

这3个大项目，仅仅是中冶赛
迪10多年承接的近300个海外项
目的缩影。

近年来，中冶赛迪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依靠核心技术
和全产业链集成整合优势，在越
南、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俄罗
斯、巴西等国家拓展了一批海外
项目，成果已遍布除非洲以外的
四大洲，累计项目合同金额超300
亿元，在全球市场交出一份漂亮
成绩单，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拓展市场只是第一步，第二
步是“走进去”共同发展。

中冶赛迪每到一处，在积极
实施项目建设的同时，更给当地
带来繁荣与希望。

英桃是台塑河静钢厂的一名
越南籍女工。今年，她凭借自拍
的工作生活短片，在首届“一带一
路”百国印记短视频大赛中获得

“人气短片奖”。
短片中，英桃看到一大批当

地人从农民转型变成了掌握一定
技能的产业工人。

短片的背景，是台塑河静钢
厂项目解决当地就业6000多人，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3000多人，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不仅是台塑河静钢厂项目，
在马来西亚关丹钢铁项目，中冶

赛迪也为当地培养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约3000名，投产后的直接经
济贡献达人民币140亿元/年，同
时带动了周边配套工业和服务业
蓬勃发展。

钢铁系统解决方案全球第一
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传播海外

在台塑河静钢厂项目中，中
冶赛迪实现了中国最先进的钢铁
工艺技术、装备、项目管理以及生
产运营服务能力的全系统输出。

正如肖学文所说，在海外开
展项目，中冶赛迪坚持的最重要
一条，是采用与国内同步的最先
进的工程技术。“只有这样企业才
能走得长远，才能与项目方共建
共生共存。”

台塑高炉采用中冶赛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耗特大型
高炉关键技术、全国产化无料钟
炉顶布料器、水渣转鼓等核心技
术和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
上，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同级
别高炉的最先进水平。

中冶赛迪副总经理张勇时任
台塑项目经理，他说，台塑项目得
到了日本新日铁住金、日本JFE、
印度塔塔等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
高度认可。

技术领先不仅保证了钢厂的
经济效益和产品品质，还保护了
当地环境，将中国绿色发展的理
念传播海外。

在台塑河静项目中，中冶赛
迪还建设了全球绿地建设单期规
模最大的智能环保原料场。

这个环保原料场年受供料总
量超过7000万吨，输送系统总长
约60千米，采用了中冶赛迪自主
知识产权的环保原料储存、智能
化料场、清洁生产与固废综合利
用等系列先进技术。与传统露天
料场相比，节省占地40%~60%，

减少料场区域扬尘约85%，减少
物料风损雨损80%以上，可实现
储存输送全域清洁生产，固废回
收实现综合循环利用，提高生产
效率30%以上。

而今的河静钢厂，亮丽统一的
厂房色调、分类清晰的安全标识，
整齐划一的管线布置、运行有序的
物流交通，让走进项目的人都为这
座现代化钢城建造者“点赞”。

在马来西亚关丹钢铁项目，
中冶赛迪采用大量自主研发的核
心技术和装备，为实现绿色制造、
智能制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项目全厂环境排放远
低于马来西亚当地标准要求，生
产产能已超过设计产能，为马来
西亚钢铁绿色发展贡献了最具竞
争力的“中国方案”。

与全球钢铁50强中41家有合作
提升中国钢铁工程

技术的全球竞争力

通过一个个项目树立标杆，
让世界见证中国钢铁工程技术的
实力，为中冶赛迪与全球钢铁巨
头平等对话、交流合作奠定了基
础。

约翰·李斯特，英国人，他原
本是世界三大冶金设备供应商之
一达涅利集团的副总裁，有着30
余年从事钢铁行业工程设计的经
验。

在达涅利集团与中冶赛迪多
次合作后，约翰·李斯特被这家中
国企业的强大研发能力和系统集
成能力折服，毛遂自荐想加入中
冶赛迪。

这立刻引起肖学文的重视，
他邀请约翰·李斯特来重庆。双
方一拍即合，敲定合作，约翰·李
斯特还向肖学文建议去英国成立
公司，拓展欧洲市场。

2015年5月14日，赛迪英国
公司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举行了开

业典礼，谢菲尔德市市长莅临现
场并致辞。

当地人在社交媒体上热议：
“百年前中国人还在他们后院用
鼓风机打铁，没想到百年后他们
就来到世界钢铁发源地之一建立
公司了。”

赛迪英国公司成立不久便
拿到来自TATA英国等多个欧
洲客户的订单，也首次实现了中
国热连轧核心装备出口发达国
家。供应设备的质量达到了英
国客户的要求，甚至优于当地供
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

除了在欧洲，中冶赛迪相继
在北美、南美、东南亚、南亚等地
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吸引当地高
端人才，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让来
自全球各地区的人认同中国公司
的文化，共建共享发展成果，扩大
了国际化布局和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服务窗口。

今年以来，中冶赛迪已先后
签订乌克兰5000立方米高炉大
修、越南河静钢铁干息焦发电生
产技术服务、土耳其ISDEMIR钢
厂焦炉煤气柜等10个项目。

中冶赛迪还带动河北新武安
钢铁集团、中交产投“走出去”，共
同在马来西亚建设沙捞越钢铁综
合产业园。

截至目前，中冶赛迪已与全
球钢铁企业50强中的41家合作，
不仅彰显了在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总体规划设计和系统集成方面的
国际化优势，也带动了钢铁冶炼
全流程核心技术和优质装备出
口，不断提升中国钢铁工程技术
的全球竞争力。

在坚持不懈将中国最先进的
钢铁工程技术，尤其是体现绿色
化、智能化的技术应用到国际市
场的过程中，中冶赛迪逐渐收获
了“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发达国
家的客户对中国致力于绿色发
展、合作共荣的认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彭瑾）扎根重
庆的央企中冶赛迪在“一带一路”乃至全球闯出了一番天
地，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经济联
系怎样？5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
目前，重庆已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项目822
个，双边投资总额超过260亿美元。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重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出口增长34.6%，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21.9%。
对俄罗斯、捷克、沙特阿拉伯、波兰等国的进出口均增长
了40%以上，对伊拉克进出口增长了3.8倍。

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得益于重庆创新贸易业态，充分挖掘贸易合作潜能。
例如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贸易多元化等试点，进一步释
放贸易合作潜能；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大力
发展“保税+展示交易”、总部贸易、转口贸易等新兴业
态。

在“走出去”方面，重庆小康、国际复合材料等121家
本土企业“走出去”投资经营，投资领域拓展到40多个细
分行业，带动5000多家企业的产品供应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重庆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2018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32.4亿美元，85%分
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重庆参与建设的文莱大摩
拉岛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等标志性工程，既带动
就业改善民生，又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已与70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涉及项目822个 投资额超260亿美元

在中冶赛迪采访中，从董事长到海外事业部
负责人，到项目经理，都提到多元文化的交融能
力。

为了做好印度最大钢铁企业塔塔钢铁KPO
钢厂2号高炉设计任务，中冶赛迪还把印度留学
生多次请到公司，给项目参与人员讲印度文化。

而台塑河静钢厂项目建成后，不仅以优良的
品质打消了各方质疑，还带动中国相关设备和服
务出口33.5亿美元。

作为国际化的工程技术公司，又有钢铁工程技
术系统集成能力在全球独占鳌头的优势，如何更好
地“走出去”？中冶赛迪践行的是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属地化发展，既避免了贸易摩擦，又疏解了
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还为项目所在国创造了税
收和就业机会，展现了中国公司的责任和形象。

为了能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冶赛迪
先后成立了7家海外分支机构，在为沿线国家打
造精品工程、出口先进技术与装备的过程中，主动
向合作伙伴传授建设、管理、运营经验，助其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合作双赢。

正如中冶赛迪董事长肖学文所言，只有彼此
尊重，共建共享，才能在项目所在国站稳脚跟。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的是合作共赢，重庆要在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重庆企业就
须以更加开放的合作姿态，更深入地参与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技术优势，善于在当地寻找
合作伙伴，运用他们对当地政策法规、市场文化
的熟悉，把国内的技术和服务进行本地化，由“走
出去”到“走进去”，更有效地参与到当地经济建
设当中。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周芹 陈钧

沿着“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
——看中冶赛迪如何凭借系统解决方案获得世界钢铁巨头青睐

本报记者 周芹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彭瑾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16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12:00-2019年6月27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
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
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rzyj.cq.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GC19025-GC19026采

矿权出让人：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
道迎宾大道兴荣大厦3-7楼，联系人：
丁老师，联系电话：023-46774097。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

名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
址：http://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
字证书，凭CA数字证书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报名、缴纳保证金。

CA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
方中讯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复兴街 9号中讯时代
6-1，联系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
助 办 理 证 书 网 址 ：http://os.ezca.
org:8001/easyca/netpay/，或 关 注

“东方中讯”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
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
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
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缴纳竞买保证
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与竞
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
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
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
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至时间为：

2019年6月27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

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
在保证金到账截至时间的1至2天之
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
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
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
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

一的不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
人严重违法名单”内；2.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
重失信主体限制或禁止申请采矿权的

“黑名单”内；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
起2年内。

五、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
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确认书向
采矿权出让人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
权出让合同》，逾期未提交申请的，由
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

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
矿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

储量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
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
法限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
源规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
等风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
请，即视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
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
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
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
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
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
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

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
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一）序号GC19025采矿权为已

建矿山，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出让
文件、了解矿山基本情况，竞得后除承
担成交价外，还需另行支付固定资产
投入等其他费用1148.09万元给原采
矿权人。

（二）序号GC19026采矿权为已
建矿山，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出让
文件、了解矿山基本情况，竞得后除承
担成交价外，还需另行支付固定资产
投入等其他费用917.44万元给原采矿
权人。

序号

GC19025

GC19026

采矿权名称

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岚峰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一号

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岚峰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二号

地理位置

荣昌区双河街道岚峰竹笋
产业社区

荣昌区双河街道岚峰竹笋
产业社区二社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网上交易出让文件》

详见《网上交易出让文件》

储量(万吨)

51.5

21.1

开采面积
(平方公里)

0.272

0.113

开采标高

+460米至+370米

+480米至+39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15

15

出让年限（年）

5.6

3.5

出让收益底价（万元）

156.96

64.77

保证金金额（万元）

62

33

台塑河静钢厂。 （中冶赛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