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材料有望提高海水
淡化和金属回收效率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

开发了一种可以高效过滤海
水中的盐以及分离海水中金
属离子的新材料袁有望提高海
水淡化和金属回收效率袁具有
巨大的经济价值遥

由澳大利亚尧美国和中国
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新
一期美国叶科学进展曳杂志上
报告说袁他们制备出一种金属
有机框架材料袁这种特殊的材
料能够模仿生物细胞膜的过
滤功能袁高效地过滤海水中的
盐以及分离海水中金属离子遥

研究人员认为袁世界上很
多海水淡化厂和水处理厂使
用的反渗透膜技术能耗较高袁
相比之下袁新材料可以过滤特
定离子袁而非不加分别地过滤
所有离子袁因此比传统方法更
加经济节能遥 此外袁该技术还
有望用于回收有价金属袁一个
潜在应用是提取金属锂遥

（来源：中国有色网）

苏州大学等共同开发
镁处理洁净钢关键技术
为钢液镁处理工业化应

用难题袁苏州大学与宝钢股份
合作实施了野镁洁净钢新产品
开发与技术集成冶项目遥 该项
目成功开发了镁处理洁净钢
关键技术袁形成了系统的工业
现场解决方案袁实现了产品质
量的大幅提升遥

该成果已经在上海梅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化应
用袁共涉及两大类钢种袁共生
产新产品 73.77万吨遥 采用新
技术后袁低碳微合金钢力学性
能显著提升袁 降低了合金成
本曰含钛包晶钢板坯质量显著
改善袁成品热卷废次降降低减
少的质量损失遥板坯角部裂纹
减少袁 基本取消下线和清理袁
实现板坯热送袁减少了能源消
耗遥

新技术还将在高强钢尧管
线钢尧汽车板钢尧不锈钢上推
广应用袁 具有极好的应用前
景袁是洁净钢生产中一项重要
的创新性成果遥

（来源：中国金属学会）

国内最大规格镁锂合金
锻坯在郑州轻研合金公

司研制成功
近日袁郑州轻研合金科技

有限公司经过不断调整真空
熔铸工艺和变形工艺袁成功制
备出性能优异的大规格镁锂
合金 300kg级锻坯袁有效满足
了客户对高纯净尧 高性能尧大
尺寸镁锂合金产品的需求袁为
镁锂合金在大型结构件上的
规模应用打下基础遥

郑州轻研合金生产出的
300kg级锻坯袁 有效满足大中
型部件对镁锂合金无缝结构
件的需求袁实现了镁锂合金国
产化尧产业化尧规模化较为重大
的一步遥（来源：中国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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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袁波及全国袁形势十分严
峻遥 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袁有色行
业企业也积极响应袁 通过各种渠道捐
款捐物袁 或者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疫情
抗击遥

中铝集团捐款 3000万
助力抗击疫情

目前袁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袁 中铝集团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尧 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一系列
重要部署袁 积极履行中央企业社会责
任袁29日袁中铝集团向疫情防控一线捐
款 3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袁 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遥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袁中铝集团党组高度重视袁将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周
密部署尧精心安排袁抓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袁秉持野生命重于泰山袁疫情就是
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冶的原则袁研究部
署全力做好集团疫情防控工作遥
捐赠 3000万元袁中国五矿多措
并举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出

现以来袁 中国五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所作重要系列指示精神袁 密切关
注疫情动态袁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袁 充分发动所属各
级企业及广大干部职工袁 积极参与支
持疫情防控遥 当前袁在全国上下共同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袁 中国五矿向湖北
省捐赠 3000万元人民币袁全部用于疫
情防控和救治袁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有力支持尧扛起央企担当遥

此外袁 为应对国内抗疫医疗物资
紧缺局面袁 中国五矿充分发动所属海
外企业袁 积极拓展海外医疗物资供货
渠道袁 向疫情重灾区紧急输送医用物
资遥 截至 1月 28日 22时袁 累计从日
本尧韩国尧德国等国家购买口罩 35 万
余只袁目前正发往武汉途中遥

为保障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进
度袁所属企业中国一冶火速驰援袁突击
制作用于项目主体建设的 4800 件钢
结构加工件袁 并临危受命承建鄂州防
疫医院应急项目遥
中冶集团紧急设计武汉金银潭

医院供氧系统
1月 28日晚上 10点袁中冶集团中

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接到武钢气
体公司电话求助院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为提升危重病人救治硬件条件袁 需紧
急增设两套液氧储存气化供氧系统袁
希望制氧技术全国领先的中冶南方提
供设计服务工作遥
时间就是生命袁任务就是使命遥 接

到电话后袁中冶南方高度重视尧紧急部
署袁连夜组织钢铁公司电气专业尧燃气
专业尧总图专业尧结构专业相关人员组
成精干队伍袁 第一时间开展设计方案

研究遥 根据方案袁增加两套液氧存气化
系统后袁 金银潭医院的供氧能力能够
达到 500方每小时袁较此前增加约 200
方袁 共计可为八百多张危重病床提供
供氧服务遥

设计方案初步确定后袁 中冶南方
火速协调安排专车将专业技术人员送
往抗击疫情第一线的金银潭医院袁开
展实地考察并获取一手资料袁 以全面
确保设计的安全性尧可靠性尧完整性遥
在严峻的疫情面前袁 专业技术人员没
有迟疑尧没有后退袁而是与时间赛跑尧
与疫情抗争袁 尽最大努力为更多危重
病人高效救治创造条件遥

目前袁根据初步确定的设计方案袁
前期施工工作已经展开遥 中冶南方技
术团队也顺利于 1月 29日 22点前完
成全部设计遥
魏桥创业集团捐款 3000万元助
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魏桥创业集团党委勇于担当尧主
动作为袁1月 27日袁 集团捐款 3000万
元袁其中向武汉慈善总会捐款 1000万
元袁 向山东慈善总会捐款 1000万元袁
向滨州慈善总会捐款 1000万元渊其中
500万定向用于邹平市冤袁 主要用于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防控和参与治
疗的医护人员补助奖励遥 面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袁 魏桥创业集
团第一时间成立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小
组袁在企业内部做好防控部署袁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袁 利用大数据信
息摸排湖北尧武汉籍员工袁以及与疫区
人员有过接触的员工及家属的排查袁
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疫情预防的
宣传发动工作袁 用实际行动守护广大
员工健康袁 切实履行好大企业在疫情
防范中的重要社会责任遥

1月 28日袁 魏桥创业集团急社会
之所急袁 紧急组织生产 6万只防护口
罩袁捐赠防疫一线袁再次彰显了大企业
的社会责任担当遥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遥 为尽快将口罩送至防疫一
线袁嘉嘉家纺公司组织员工返厂袁加班
加点生产出一批防护口罩遥 纺织销售
总公司组织 30 多名春节值班的党员
干部袁到生产车间协助装箱发运遥 返厂
干部职工到岗后袁 所有人员接受了测
温排查尧登记袁并按照要求进行了上岗
前的消毒袁 严格按照行业技术标准投
入生产遥
信发集团捐赠 1000万元
用于湖北山东疫情

面对迅速蔓延的新冠疫情袁 信发
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袁 已向红十
字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用于湖北山
东疫情袁对一线医护人员的人道救助尧
生活服务保障尧关怀激励等袁为一线提
供坚强的物资与资金支持袁 支持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遥 同时袁信
发集团对集团涉鄂人员全薪隔离观
察袁并且向茌平区汇报捐献所需 84消
毒液可捐献全市需求遥

金川集团捐助 1000万元
支援金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袁金川集团公司党委高度重视袁金
川集团向金昌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捐助 1000
万元袁 用于支援全市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袁 助力在全市疫情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遥 未来金川集团公司还将根据疫情
情况袁结合集团公司资源袁为疫情防控
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蒙泰集团捐赠 1000万元
支持武汉抗疫工作

为了帮助武汉抗击疫情袁 共克时
艰袁 蒙泰集团通过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向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 1000万元袁
用于支持武汉抗疫工作遥 自疫情发生
以来袁 蒙泰集团高度关注疫情发展情
况袁 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遥 公司在第一时间成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袁从组织领导尧人员摸排尧职工返程
等方面做出详细而具体的安排袁 严格
按照政府指令袁 全面细致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曰 积极利用公司内部各类宣传
平台袁向员工宣传抗疫知识袁引导员工
进行科学防护曰根据政策要求及抗
疫需要袁公司对员工返岗时间进行

及时尧灵活安排袁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有序开展遥
山东创新金属捐款 400万元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袁 山东

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袁展现企业担当遥 1月 29日袁山东
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向滨州市慈善
总会捐款 400万元人民币 渊其中 200
万元定向用于邹平市冤袁助力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袁 以及对医护
人员的帮助和激励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袁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高度重视袁 认真部署开展疫情防控与
排查袁层层压实防控责任袁加大科普知
识传播工作袁 组织全体员工做好自我
防护遥 公司党委也向全体党员发出倡
议书袁 号召全体党员坚定战胜疫情的
信心袁带头科学防控疫情袁切实形成疫
情防控合力袁 用实际行动筑起牢固的
安全防线袁守护健康与安全遥

一方有难袁八方支援遥 在这场看不
见硝烟的战争中袁我们有色人在行动袁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有色人的责任和
担当遥 生命重于泰山袁疫情就是命令袁
防控就是责任遥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有
色同仁们加入到抗击疫情的队伍中
来浴 相信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尧 众志成
城袁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浴

（来源：综合媒体）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有色人在行动！

葛红林、陈全训对有色行业防控疫情提出四点要求
连日来袁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

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袁要求对湖北武汉市等地陆续发生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袁必须全
力做好防控工作遥

1月 28日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党委书记葛红林尧会长陈全训对记者
发表谈话袁就有色金属行业各企事业单

位防控疫情提出四点要求院
一是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
维护冶袁要高度重视防疫工作袁把防控疫
情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遥

二是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靠前指
挥袁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袁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在当地党委尧政
府的统一指挥下袁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袁
防止疫情蔓延袁同时高度重视本企业职
工及家属的健康状况遥

三是要尽力采取多种力所能及的
方式支援疫区袁例如捐款尧捐物袁派出医
疗队等等遥

四是要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袁部署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遥同时要积极配
合有色各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袁打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葛红林尧陈全训表示袁只要我们坚
决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袁 众志成城袁群
策群力袁就一定能夺取疫情防控工作的
全面胜利遥 （来源：中国有色金属报）

根据市委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袁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努力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尧减轻企业负担袁市人社局会
同市医保局尧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袁共同研究出台了本市企
业减负的相关政策袁经市政府同意袁现将具体政策措施公布
如下院

一尧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为切实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尧经营的影响袁2020年袁本市

将继续对不裁员尧少减员尧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单位及
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遥 该项政策实
施后袁预计 2020年将会有约 14万家用人单位受益袁减负约
26亿元遥

二尧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
从今年起将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含职工医保年

度)的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 7月 1日至次年 6月 30日袁推迟
3个月渊2019年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顺延至 2020年 7月 1
日冤遥 据测算袁 预计当年度将为本市企业减轻社保缴费负担
101亿元遥其中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约为 64亿元袁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基金约 33.4亿元遥

三尧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
因受疫情影响袁对本市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尧灵活就业人

员和城乡居民未能按时办理参保登记尧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
务的袁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遥 参保单位逾期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袁在向本市社保经办机构报备后袁不收取滞纳金袁不影
响参保职工个人权益记录袁 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遥

四尧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的本市各类企业袁对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

渊含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冤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袁
纳入各区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补贴企业职工培训范围袁按
实际培训费用享受 95%的补贴遥 平台企业渊电商企业冤以及新
业态企业可参照执行遥

（来源：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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