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有色金属行业的挑战中，湖南有
色行业正在砥砺前行。

“十二五”期间，湖南有色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主营业务收入、工
业增加值、利税、利润年均分别增长 1.42%、
10.93%、9.96%、5.75%、1.55%， 增幅高于全
国、快于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

5 年间，湖南有色行业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
化两型”、“三量齐升”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
地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促和谐。

有色工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支柱产业地
位进一步显现。 2015 年全省有色规模以上
企业共完成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267.5 万吨，
主营业务收入 3827 亿元， 工业增加值 962
亿元，利润 82.33 亿元，利税 193.85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均列全国有色行业前六名。工
业增加值达到 9.6%的高速增长， 高于全省
工业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技改投入 5 年增七成，有色产品

“含金量”更高

粗加工多、深加工少，高附加值产品占
比低，曾经是湖南作为有色大省面临的尴尬
现实。

如今，这一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产品结构 ： 精深加工率由 2010 年的

36%，提高到 2015 年的 45%。“十二五”期间，
全省有色规模企业深加工增加值增幅明显
快于采选业和冶炼业，一批重点企业改变了
生产低端初级产品的状况。产品精深加工率
由 2010 年的 36%提高到 2015 年的 45%。
铝箔及大型工业铝型材、优质钛锭板棒带管
材等高精尖产品实物质量，接近或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如金天钛业的钛及钛合金材料综
合加工能力跃居全国前三，为国产飞机发动
机和起落架提供关键材料。

技术结构：技改投入 2015 年比 2010 年
增长 72.4%。“十二五”期间，全省有色行业
以技术改造为重点的投资累计达 1940 亿
元。 其中，2015 年完成技改投入 424 亿元，
比 2010 年增长 72.4%。

“多流态梯级强化浮选”、“底吹 + 侧吹
铅冶炼”、“超大型充填工业泵” 等一大批先
进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得到推广应用，
行业技术结构明显改善。如金旺铋业在国际
上首次采用富氧双侧吹熔炼炉新工艺和装
备，解决了含铋复杂材料连续处理的冶炼难
题。 中南大学研发的白钨矿硫酸浸出技术，
被认为是世界钨冶炼的革命性技术；株硬发
明的网状结构硬质合金生产技术，提高了我
国硬质合金生产工艺水平。

企业结构： 行业前 10 家企业产业集中
度达 48%。 产业集约化发展加快，行业前 10
家企业的产业集中度提高到 48%。主营业务
收入过 10 亿元的企业增加到 36 家。 其中，
大型央企中，五矿有色 2015 年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1000 亿元， 继续引领行业发展；民
营企业中，晟通集团已成为我国三大具备完
整铝产业链的企业之一、全国唯一能够规模
生产航天军工所需“低硅低铁”电解铝企业、
高精铝箔加工行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企业、全
国建筑行业铝模板最大企业，全国三家生产
轻量化全铝商用车企业之一。

部分重点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种档次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
场占有率。 金龙铜业成为“精炼铜国家标
准”、“防火电缆国家标准”、“湖南省循环经
济标准”制定单位。

人才结构 ：创新型人才与高技能型人
才群星闪耀 。 湖南有色行业人才辈出，群
星闪耀。 来自长沙矿冶研究院、湖南有色
研究院、 中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
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等多个领域取得了
重大技术突破，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全行业在持续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管
理人才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高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力度。 2013 年，中南大学这一全国有色
金属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入选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在
校生达到 6700 余名，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在省内众多职院后来居上。

科技进步成效显著———
5 年获各类奖项近 200 项，在有

色产业舞台上大放异彩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湖南有色产业不断
转型升级。 在“十二五”期间，相关技术装备
的研发、推广和产业化不断加快，在全国乃
至全球有色产业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自主开发的地下立体分区大规模采矿
技术，强磁分离、黑白钨分别浮选、柱式浮选
等冶炼技术等得到推广使用。引进或自主开
发的液态高铅渣直接还原、 一步炼铅（SKS
法）、 海绵钛大型还蒸炉等技术实现了产业
化。 新型阴极结构铝电解优化节能、有色冶
炼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等技术居世界
领先水平。

目前，我省技术装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锑、铋冶炼产能占 90%，大型预焙槽电解
铝产能占 100%，先进水平的铅、锌冶炼产
能分别占 60%和 85%。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铜、铝加工生产线相继投入使用。

“十二五”期间，我省有色金属行业科技
获奖等次和比例在全国名列前茅。共获各类
奖项 216 项，其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7 项。

企业科研平台和创新能力建设亮点纷
呈。近年来，新增院士工作站 1 家、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4 家、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2 家、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

如中南大学拥有难冶有色金属资源高
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粉末冶金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长沙矿山研究院、株硬钻石刀具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闪星锑
业、晟通科技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宝山矿业、稀土院、劳保院设立了
院士工作站……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节能减排进展顺利———
“十二五”综合能耗同比下降近

17%，助力有色工业提质增效

有色工业要提质增效，淘汰落后产能是
关键。

“十二五”期间，全省有色行业有效化解
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累计淘汰落后冶
炼产能 40 万吨，其中，铜 2 万吨、电解铝 1
万吨、铅 12 万吨、锌 20 万吨和锑 5 万吨。

“十二五”期间，我省有色金属工业综合
能源消耗为 2080.65 万吨标煤， 同比下降
16.85%。 其中，铜、铅、锌冶炼综合能耗明显
下降，分别为 251.83 千克标煤 / 吨、430.11
千克标煤 / 吨和 896.59 千克标煤 / 吨，比
2010 年分别下降 30.1%、5.2%和 5.3%；电
解铝综合交流电耗为 13596 千瓦时 / 吨，比
2010 年下降 383 千瓦时 / 吨。

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
量，2015 年较 2010 年均消减 10%以上；
砷、镉排放量均消减 25%。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利用率、共伴生有价
金属回收率、冶炼废渣综合利用率、有色金
属废弃物回收率分别达到 65%、70%、80%
和 90%。

如株冶集团采用 KIVCET 直接炼铅技
术处理锌浸出液，既治理环境，又节能降耗，

产出的净化水达到生产用水质量标准，并且
全部替代生产新水回用；水口山锌系统节能
降耗精耕细作， 每年节约用电逾 300 千瓦
时， 节约资金 200 万元以上， 实现低碳、优
质、高产目标；闪星锑业建成砷碱渣综合回
收利用生产线，综合回收利用其中的锑、砷、
碱，消除环境风险。

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再生有色金属产值达 1326 亿

元，有色产业“绿色崛起”

在资源、环境、市场的制约下，有色工业
迫切需要绿色化。 5 年来，我省有色行业化
压力为动力，在循环经济的道路上加快“绿
色崛起”。

有色循环再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已成
为我省有色工业新的增长极。 2015 年，我省
有色金属循环经济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
126 万吨，实现产值 1326 亿元。 其中，再生
铜 46 万吨、再生铝 48 万吨、再生铅锌 32 万
吨，“十二五” 期间年均分别增长 21.5%、
43.3%和 94.8%。

循环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尾矿综合回收
钨、铋、钼等有价资源进入产业化，城市矿产
资源再生铜铝、铅锌冶炼渣料及冶炼多金属
废渣等综合利用技术开发取得初步成果，冶
炼废渣综合利用率、有色金属废弃物回收率
分别达到 80%和 90%。 如金旺铋业从废渣
中回收铋，加工成的超细氧化铋占全球市场
40%份额，出口多个国家。“中国银都”永兴

“无中生有”，利用废渣、废液提炼出大量白
银，占到全国总产量 1/3 强。

回收网点不断增多。 据统计，全省现有
有色金属回收公司 236 家、经营户 3500 余
户，收购网点 5000 多个，基本建成覆盖全
国的回收网络。

目前，湖南已有岳阳汨罗、郴州永兴、株
洲清水塘等 6 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1 个
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点，17 家重点企业、
7 个园区循环经济试点，初步形成了以“长
株潭”为核心的有色循环再生产业圈，以及
永兴和汨罗南北两大再生资源工业基地。其
中， 永兴县被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以有色金属“三废”资源
循环利用为实验主题的国家级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

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是一家集探矿、
采矿、选矿、工矿旅游为一体的大型国有
控股企业，属大型Ⅱ类矿山企业。

“十二五”是宝山有色矿业发展提升
的 5 年，也是应对严峻挑战的 5 年。 企业
取得了长足进展：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产品产量、工业
总产值逐年递增，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

发展后劲不断夯实。“十二五”投资近
2 亿元对竖井电控系统、采掘工艺、选矿工
艺流程、井下供电、安全标准化创建等进
行技改，矿山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大

为提升。
绿色矿山成效显著。 投资建设的湖南

宝山国家矿山公园，成功跻身“湖南省科
普教育基地”、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郴州
城镇群廉政教育基地和湖南省 2015 年文
明风景旅游区； 企业生产工艺清洁绿色，
获批“国家级绿色矿山”。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为员工建公租房
408 套；通过劳动工资集体协商，逐年递
增员工工资，员工收入与效益同步稳定提
高；开通城际公交，与桂阳县融为一体。

改革管理不断深化。 实行全员绩效考
核， 建立了严格的考核评价与分配制度；
强化了质量、成本、采购、销售等基础管理
工作；推行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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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工业是湖南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积极履行管理职责，以贴心服务推动行业加
快发展，擦亮我省有色工业“成色”。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围绕行业“十二五”规划的实施，省有色
局在产业研究、规划编制、技术改造和推广、
项目申报、成果奖励、咨询服务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做好规划引领。 近年来，省有色局
坚持每年及时发布年度技术进步指南和重
点产品专项规划。 编印了《湖南省有色金属
工业推广新技术及淘汰落后指南》、《湖南省
有色金属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指南》， 为企业
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新设备应用推广，实现
转型升级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和依据。根据
统计，企业应用的新技术、新设备 90%都在
指南范畴。

坚持中长期年度规划编制和发布。组织
精干力量，组织编制完成了《湖南省有色金
属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湖南省稀土产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湖南省有色金属循
环经济 2012—2020 发展规划》， 编撰出版
了《湖南有色产业发展研究》。

目前，《湖南有色金属产业“十三五”规
划》已几易其稿，不久将正式发布。

二是抓好调度协调。 对 70 余家有色重
点园区、重点企业每月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
度，并及时就反映的有关问题向省政府及相
关部门汇报，推动问题解决。

三是强化行业管理。 加大名牌产品培育
力度， 每年组织专业人员对全省有色企业进
行了现场考核；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开展资源
综合利用试点及推广运用， 推进湘江流域工
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加大安全生产力度，组
织人员参加全省打非治违督导组， 有力地打
击了超深越界、违规生产等不法行为。

招商引资硕果摇枝

省有色金属管理局以推动行业调结构、
转方式为目标，以园区为载体，主导和推动
了一些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和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全省全行业成
功签约项目 36 个， 招商合同引资额超 150
亿元。

省有色局还发布了行业招商引资项目指
南，指导行业抓好招商引资。 其中，局本部也
着力推动了一些大项目招商。 2015 年组织
24家德国企业来湘参加中德有色（望城）精
深加工园推介交流会， 成功促成了德国中小
企业联合会与金荣集团、 阿卡咯尔科技公司
与长城钢构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同时，注重招
大引强，总投资过 350 亿元的忠旺高端工业
铝合金型材项目，经省有色局多次引荐协调，
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常德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也已初步达成投资意
向，正式协议起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预计今
年可以开工建设。该项目的开工，将是近三十
多年来湖南省有色行业一次性投资额最大、
技术含量最高的工业项目， 将对有色产业转
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省有色局沟通协调，台湾中华海峡两
岸企业交流协会与桂阳县、波隆集团与永兴

县、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公司与湖南有色金
属研究院及湖南稀土新能源公司合作正在
有序推进。

安居乐业和谐共享

2001 年以来， 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主导了中央下放湖南省 20 户企业的 27 个
项目的政策性关闭破产，涉及 9.8 万职工。

近年来，省有色局在省委政法委、省维
稳办的大力支持下，认真抓好资源枯竭型矿
山的破产关闭工作及遗留问题的处理。 全省
有色系统采用“四零工作法”， 即民生责任

“零界限”、民生问题“零等待”、民生工作“零
距离”、民生投入“零折扣”，创新社会管理，
为关破企业社区职工群众解决了一系列社
保、医保、再就业、安居房建设等民生问题，
开创了有色行业维稳工作由被动“保稳定”
到主动“创和谐”的新局面。

目前， 全省有色系统破产企业 27 个破
产项目中有 21 个项目成功实现了重组，共
解决就业 12010 人，一次性安置职工再就业
率达 73%，基本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 全系统破产企业社区医保参保率达
100％，低保实现应保尽保。

安居才能乐业。省有色局重点抓好行业安
居房建设。 截至 2015年，省有色局已拨付资
金 3986 万元，引导、扶助社区建成各类保障
性住房 4736套 491780平方米， 其中建成经
济适用房 4016 套， 廉租房 320 套， 棚改房
400套； 在建保障性住房 758套 73760平方
米，拟筹建 4420套 366300平方米，较好地解
决了有色系统破产企业社区居民住房问题。

以贴心服务助推行业大发展
———看湖南有色金属管理局如何搞好行业管理

宝山有色矿业，铸造辉煌

湖南有色，
在挑战中砥砺前行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俯瞰。 （资料图片）

宝山国家矿山公园一景。 （资料图片）

2011 年 3 月，经省政府批准，湖南有
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整合原有色行业办
学资源，升格为高职学院。

有色职院占地 500 余亩， 现有教职
工 340 余人，位于株洲市职教园区。 开设
20 个专业，2015 年全日制在校生达
7000 人。 学院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全国职工职业技
能实训基地”。

完善办学体制，深化校企合作。 2012
年实现省部共建的同时，学院与百家有色
行业企业、百所中学开展战略合作，打造

“从中学到职院再直通企业” 的人才培养
链；学院与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
等 100 多家大型企业开展了订单培养、
应用技术开发等多领域合作。

2013 年， 学院牵头组建中南有色金
属职教集团，集结了 14 家高职院校、科研
院所以及 80 余家世界 500 强和全国知
名企业。

打造专业特色品牌， 专业建设成效
明显。 学院主体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2/3，
主体专业学生占全院学生总数的 70%。
专业建设行业特色鲜明。 冶金技术专业

和选矿技术专业， 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金属材料热处理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是
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2014 年，学院启动了材料工程技术特色
专业群和矿山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
目。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改善实践条
件。学院引进高学历、高职称、高技能人才
30 多人担任教学和管理骨干。 每年选派
教师下企业锻炼，参加省培、国培，赴德
国、澳大利亚访问交流。建立了 80 多人的
企业兼职教师库。

建有校内实验实训室 60 多个， 生均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超 5000 元，能同时
接纳 3000 人实验实训。 建立了 50 多个
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人才质量持续提高，开放办学走向国
际。近 3 年获得省级、国家级技能竞赛二、
三等奖 30 多项。 近 3 届毕业生就业率保
持 95%以上。

学院在 2012 年启动“国际化”战略，
已与德国北黑森应用科技大学、德国华凌
有限责任公司、韩国韩南大学等签订了交
流合作协议；聘请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外籍客座教授 4 位。

湖南有色职院，后起之秀

王瑜

宣哲

刘显军

王子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