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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金鸡起舞辞旧岁，瑞犬欢腾迎新春！
天增岁月人添寿，又是一年春将到。在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代表公司党政领导
班子，向为公司发展付出艰辛努力的全体同
仁表示深切的慰问，向默默支持我们的亲人
表示诚挚的问候，向一直关注和帮助安泰科
技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深深的谢意，
并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五福临门、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事业兴旺！
2017年是安泰科技三年夯实基础的攻
坚之年、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面对严峻的

外部经济形势和内部产业调整压力，公司上
下坚定信心、迎难而进，坚决贯彻“夯实基
础、盘活资源、调整结构、坚守底线、转型
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的主要目标，继续深化改革调整，加快
推进转型升级，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
新进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落实公司“十三五”战略承上启下
的关键之年，公司产业调整转型进入攻坚阶
段，我们也将迎来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安泰

科技成长的二十年是承载着所有安泰人梦想
的二十年，离不开公司全体同仁团结奋斗、
扎实苦干和无私奉献，离不开各级领导、各
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凝聚了全体安泰员工、
各级领导、各界朋友的智慧和心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打造百年
安泰是所有安泰人共同的梦想。纵然经历风
雨，屹然矗立潮头！安泰科技拥有丰富的内
外部资源，拥有很好的产业平台，经过三年
来的改革调整，公司的优势产业不断加强。
在新的一年，我们坚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在公司上下共同努力下，公司各级管
理团队和广大员工有信心、有决心，继续弘
扬安泰科技“扎硬营、打死仗”的铁血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诚团结、戮力
同心，在新时期开创安泰科技新局面，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公司成立二十周年！
安泰事业，大家成就！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裁、党委副书记

李军风
周武平

安泰科技召开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暨2017年度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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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安泰科技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
会暨2017年度表彰大会在801科技馆召开，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才让出席会议，安泰
科技领导班子成员、部分董事、一届四次职代
会主席团成员、职工代表、列席代表、青年人
才库成员、获奖集体和个人、部分员工及嘉宾
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职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代
表变动情况说明的报告》及《关于职代会联席
会议协商处理重要问题的报告》。公司总裁周
武平作题为《深化结构调整，持续提质增效，
新时期开创安泰科技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
告，要求公司各级管理团队和广大员工在新一
届董事会的领导下，在新时期开创安泰科技新
局面。会议还对在2017年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党、政、工、团的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表彰。在职工代表分组讨论后，会议通过了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职代会决
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才让作重要
讲话，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集团公司党委的各项决
策与部署，适应新的变化，跟上新的形势和要

求；二是要以结果和价值为导向，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上下同欲、强化执行，把公司改革
发展和生产经营工作落实好、见成效。同时，
才让书记作出4点提示：一是希望安泰科技班
子成员、各级干部和全体员工能紧密团结、勤
勉尽责、不负众望；二是要直面现实、上下齐
心、团结奋进、持续前进，用壮士断腕的气魄
来持续推进改革和调整；三是要统筹处理好处
僵治困、盘整提升、增量发展等3个方面的安
排；四是希望安泰科技党委抓好各级班子建
设，特别是青年骨干和后备队伍的培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军风作大会总结
讲话。他指出，今天的会议达到了把方向、定
目标、征民意、求良策、广参与、增信心、提
精神的目的，并代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对获奖
的集体和个人表示感谢，同时号召大家，为了
安泰科技“回报股东，惠泽员工”的目标，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一致、真抓实干，
不负党的期望，不负集团的重托，不负父老乡
亲，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事业与家园！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坚信安泰
科技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
走好脚下的长征路，走向属于安泰科技的新辉
煌！
党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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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上午，安泰科技召开2018年度工
作会。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公司高管，各
管理部门、事业部、分公司、技术中心、产业
园、控股公司助理以上干部（含事业部聘任的
助理以上干部）、公司各级青年人才库成员参
加会议。会议由杨文义副总裁主持。
会上，周武平总裁作了《深化结构调整 持
续提质增效，新时期开创安泰科技发展新局
面》的主题报告。周总从2017年主要工作目标
的达成情况、努力实现年度经营目标、持续提
升公司运营质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落实党
建新要求等六个方面对2017年工作进行了全面
总结回顾。2017年，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
和内部产业调整压力，公司迎难而进，坚决贯
彻“夯实基础、盘活资源、调整结构、坚守底
线、转型发展”的工作思路和“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的主要目标，继续深化改革调整，加
快推进转型升级，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

新进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落实公司“十三五”战略承上启下的
关键之年，公司产业调整转型进入攻坚阶段。
周总围绕“全面落实战略、深化结构调整、持
续提质增效、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合规管理、
加强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对2018年工作做了
全面部署。同时要求公司各级管理团队和全体
员工务必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精诚团结、迎
难而上，发扬敢于担当精神、投身创新发展，
全面落实董事会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重点聚
焦到解决关系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
题，营造广大员工改革创业新气象，推动安泰
事业迈上新台阶。
随后，周武平总裁代表公司与各经营单
位、公司管理部门负责人签订了《2018年度经
营目标任务书》、《2018年度绩效目标任务
书》和《2018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李军风代表公司与各级党组
织负责人签订了《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
最后，李军风董事长总结讲话，并从“加
强党建工作、关于发展战略、改革和干部管
理、企业文化和作风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加强公司党建工作。落实国有企业党
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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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扎扎实实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培养
安泰科技能打硬仗的队伍”、“提高安泰科技
效益、增强安泰科技竞争实力”为党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发展成果作为检验各
级党组织工作标准，不折不扣落实集团党委各
项要求。
二是坚定不移落实发展战略。落实“产
业经营、资本运作、资产经营”协同一体的发
展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是现阶段公司工作核
心；处僵治困是公司今年要打的攻坚战；同时
还要坚持择优扶强，配置优势资源和政策，发
展优势产业。各业务单元要“做精、做专、做
强”，进入所在行业前三名，这既是战略的要
求，也是各经营班子的任务。
推动管控模式向战略管控调整，落实总部
“三个中心”定位，要厘清管理界面，落实分
权授权，明确流程规矩，制定红线和底线，提
高监督能力，强化奖惩与追责。同时加强行业
研究、竞争分析、政策追踪、资源争取，提升
把握宏观局面的能力。
三是深化改革和干部管理。深化三项制度
改革，真正形成管理者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
出、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经营机制，充分激发
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活力。干部管理要与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紧密结合，与“执纪问责”
相结合；此外，还要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和任
用力度，让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上重要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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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四是加强企业文化和作风建设。围绕“企
业化”和“市场化”的要义和本质，加强公司
企业文化建设是当前工作重点。要完善和建立
“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制度和“以成败论英
雄”的选人用人规则，明确标准，严肃考核，
严格兑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公司
要提倡“重承诺、守信用”的文化；要求令行
禁止，执行有力。

最后，李军风董事长指出，安泰科技拥有
丰富的内外部资源，拥有很好的产业平台，经
过三年来的改革调整，公司的优势产业不断加
强，相信在公司各级干部和员工的共同努力奋
斗下，安泰科技的事业一定能够得到传承和更
大发展，安泰科技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安泰事业， 大家成就！
综合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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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先进，激励员工，依照《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方案》与《安泰科技2017年度“文明建设”表彰奖
为表彰先进，激励员工，依照《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方案》与《安泰科技2017年度“文明建设

励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公司所属各单位2017年度的经营效益、发展能力和改革调整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考评。根据考评结果，
励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公司所属各单位2017年度的经营效益、发展能力和改革调整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考评。根据考
评选出优秀单位奖3个、优秀经理3名，优秀管理者4名，优秀团队奖9个，优秀员工51名。具体如下：
评选出优秀单位奖3个、优秀经理3名，优秀管理者4名，优秀团队奖9个，优秀员工51名。具体如下：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材料事业部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苏国平

喻晓军

苏国平

王凡

刘一波

王凡

优秀团队

功能材料事业部

喻晓军

刘一波 张军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米永旺

张军 王勇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米永旺

王勇

优秀团队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宝坻基地电力保障中心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材料事业部
宝坻基地电力保障中心
稀土永磁检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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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事业部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检包车间
连轧分厂

委印单位：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35万吨/年油渣萃取项目工作小组
神华35万吨/年油渣萃取项
连轧分厂

承印单位：北京市兵工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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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研超硬材料制品
公司
孵化团队

粉末冶金事业部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
热等静压维修组
有限责任公司
特种产品孵化团队

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任树贵

事业部

姚惠龙
李旺

非晶金属事业部
粉末冶金事业部
纳米晶超薄带生产管理团队
热等静压维修组

任树贵
胡兵

李旺
杨军

功能材料事业部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郝晓娜

王奇
李海山

安泰南瑞非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非晶金属事业部

付立伟
杨军

胡兵
张晓金

徐玉龙
李海山

孔伟洲
吴卫国

徐玉龙
边建平

刘伟

杨洋
韩晓

杨扬
刘伟

刘丹
韩晓

于海琛
杨扬

非晶金属事业部
海美格磁石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海美格磁石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刘永刚
许大鹏

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史杨

孙继洲
孟坤全

刘永刚

安泰南瑞非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赵宏伟
罗福林

谢小宝
史杨

彭丽红

孟凡毅
刘丹

刘永刚

范雪飞
孟坤全

李广敏
张建红

焊接材料分公司

赵宏伟
卞明辉

张晓金
李炤

王丽萍
李炤

付立伟
陈小鑫

冯彦辉
范雪飞

马琳华
冯卫权

安泰
（霸州）
特种粉业有限公司
粉末冶金事业部

安 静

于海琛
韩天帅

刘永刚
彭丽红

李东健
李广敏

孟凡毅
张立冬

仲伟学
冯彦辉

原建光
卞明辉

吴娇
张宁宁

王丽萍

刘强

刘永刚

韩天帅
张学庆

张立冬

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司

李骏
李东健

马琳华

粉末冶金事业部

安 静

焊接材料分公司
技术中心
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谢小宝
张宁宁

陈小鑫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边建平
刘强

非晶金属事业部
上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司

刘永刚

张建红
许大鹏

功能材料事业部

孔伟洲
冯卫权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泰
（霸州）
特种粉业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
中心所

功能材料事业部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卫国
郝晓娜

技术中心
安泰南瑞非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心所
1K107母合金冶炼班组

1K107母合金冶炼班组
纳米晶超薄带生产管理团队

李英魁
仲伟学

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骏

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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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公司广大干部和员工知难而上，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优良成绩。以上集体和个人是公司的杰出
2017年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公司广大干部和员工知难而上，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优良成绩。以上集体和个人是公司的杰出
们谨向受到嘉奖的集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号召各单位和全体员工向他们学习。新的一年，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代表，我们谨向受到嘉奖的集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号召各单位和全体员工向他们学习。新的一年，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团结、勠力同心，深化结构调整，持续提质增效，为在新时期实现新目标、开创安泰科技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命，精诚团结、勠力同心，深化结构调整，持续提质增效，为在新时期实现新目标、开创安泰科技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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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安泰科技召开2017年度党内考核总结会
2018 年1月8日下午，安泰科技召开2017
年度党内考核总结会，公司党委书记李军
风、副书记周武平，公司纪委书记孙少斌、
公司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公司党群办
公室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群办公室副
主任宋振波主持。会上，公司各党总支（党
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对2017年度党建工
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
公司党委书记李军风作总结讲话。李
军风书记首先肯定了各党总支（党支部）在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方面所开展的一系
列工作；同时指出，各党总支（党支部）在
党建工作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提高空间。对于
2018年各党总支（党支部）如何开展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李军风书记提出三点要
求：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十九大
精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部署，
到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的地位、角色和责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体
会十九大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将学习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企业生产经营紧密结合。
二是要遵守“四个意识”，反对“新
四风”。要坚决贯彻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

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司各级党组织、党员
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杜绝形式
主义、表面主义和夸夸其谈；在公司改革发
展过程中要勇于担当、敢于担当，扎实做工
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是要坚持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公
司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在春节来临之际公司党委、纪委重点
作出提醒，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知晓“红
线”、筑牢“防线”、守住“底线”，在廉
洁自律的前提下大胆工作、有所作为。

美

公司召开管理部门述职评议会
新年伊始，按照绩效管理工作的整体安
排，公司1月5日召开管理部门述职评议会，
全面盘点2017年工作，积极思考筹划2018年
管理目标，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班子及管理
部门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武平总
裁主持。

创新情况及团队建设情况进行了综合考评。
公司总裁周武平充分肯定了部门一年
来的工作，简要的展望了公司2018年重点工
作，并要求管理部门要持续地围绕既定目
标、落实部门三转，坚定推进各项工作。公
司党委书记李军风对部门工作提出了要求，
要求管理部门做一个创造价值的部门、做一
个外向型部门、做一个结果导向的部门，管
理部门工作要求真务实，杜绝形式主义、表
面文章、自娱自乐；各岗位要牢记“有为才
有位”，工作成效是最终的评价标准，全体
员工要以实干的精神积极落实、扎实推进
2018年各项工作。
人力资源部

党群办公室
各部门总经理围绕2017年任务目标进
行了系统盘点，对部门职能工作的创新开
展、流程优化、效率提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汇报，同时，各部门基于全局、基于战略对
2018年的工作目标进行思考和提炼，并对拟
定目标的策略和计划进行了汇报，公司领导
班子对各部门年度目标达成情况、职能改善

拥抱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非晶事业部学习十九大汇报演出暨2018年元旦联欢会

公司召开经营单位述职评议会
1月9日公司召开经营单位年度述职评议
会，全面盘点各经营单位2017年工作，积极
筹划2018年工作，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班子
及各单位经理班子成员，全体干部共计92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晋华副总裁主持。
16家经营单位总经理围绕2017年经营目
标、重点任务的达成情况进行了系统盘点，
对企业发展中取得突出成效，未达成目标的
原因分析、问题及应对策略等进行了全面汇
报，同时，各位总经理基于全局、基于战略
对产业的发展思路、2018年经营目标、产业
转型的路径和计划进行凝练和思考。公司领
导班子对各单位2017年工作中的战略推动、
改革调整、团队建设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
的综合考评，同时公司也将依据经营绩效考
核方案，组织运营综合绩效考核。

公司总裁周武平对全体干部职工在2017
年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回顾2017年工作，
面对行业大幅调整整合、原材料价格大幅波
动等众多不确定因素，各业务单元紧密落实
公司部署，在产品升级、两化融合、结构
调整、人均劳效的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大部分经营单元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
路，但同时必须看到各业务发展的不平衡和
不充分。2018年公司进入了产业调整、深化
改革、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战略落地的攻
坚期。公司上下要坚定信心，加速调整，以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结合自身实
际，分类发展。同时，周武平总裁对预算工
作及近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最后，李军风书记发表讲话，他指出，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司业务
的调整转型开展到现在程度实属不易，感谢
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付出！公司各产业都处
于调整阶段，部分业务单元经过几年调整，
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部分业务单元仍处于
产业调整过程，已经初现端倪，进入蓄势待
发阶段；也有部分业务单元在这一轮产业竞
争和调整中遇到了困难，要迎头赶上。对下
一步工作，李军风书记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安泰科技是一集团化企业，要坚定不移
的推进战略管控，厘清管理界面，明确红线
底线，充分授权，强化考核；二、对管理部
门工作，各部门要做价值创造的部门、外向
型的部门、结果导向的部门，要加强经济分
析、行业研究、竞争分析，积极争取外部资
源，全体干部要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杜绝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三、进一步加强
执行文化建设，全体干部要做到重承诺、守
信用，提高执行力，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

人力资源部

12月28日，是安泰科技成立19周年的纪念
日，也是非晶事业部全体员工学习十九大汇报
演出暨喜迎2018年元旦的日子。
为了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大家呈
现一场别致的视觉盛宴，一线员工们自编自导
自演的节目，或是动听的歌曲、或是搞笑的相
声、或是神奇的魔术、亦或是激昂的朗诵。
粉末厂的一支年轻有活力的“粉末铁军”
带来一首质朴的军旅歌曲《军中绿花》献给那
些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同时也唱出他们对自己
家庭的愧疚。正因为粉末厂有着这样一群舍小
家保大家、有责任心的战士们，才能够在大订
单来临时有条不紊的生产、检测、交货。在粉
末铁军这个队伍中，赵满宏做完手术后的第十
天就开始上班了，为了高效率的完成工作，在
家养病的同时还不忘了解厂里的情况。他们就
是这样，不辞辛苦、昼夜颠倒，全身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和军人一样，有着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方得始终的情怀与气度。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
强......”来自带材厂的一支英姿飒爽的型男
队伍用浑厚的嗓音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这
首激情高昂的歌曲，在带材厂这个大家庭中，
他们用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团结协作的工作
方式竭尽所能地把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首诗朗诵《五年抒怀》表达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
凡的五年。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让我们一起踏
上十九大这趟列车，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
整齐划一的手语、统一着装喜庆的大红色
卫衣捕捉住观众的眼球，瞬间映入眼帘，一支
手语舞《感恩的心》让现场的气氛安静下来，
静静地看一场净化心灵的视觉盛宴。“我来自

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
自何方......”生活不完美，但并不代表它不
美好，脚踏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每一段经
历就是风景。一首来自非晶技术研究所四人组
合的短篇朗诵《写给未来的你》，也声情并茂
的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期盼。
青年作为当代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
年轻的力量，应该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展现更多青春身影。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新
时代，一批90后陆续地走上了工作岗位，设备
保全部门帅小伙王东升，上演了一场亦真亦假
的“无中生有”的魔术表演。这些魔术相比春
晚的魔术来说，看似简单，却能让现场观众看
得目瞪口呆。相比于他的魔术表演，日常工作
中的他更让同事刮目相看，因为爱思考钻研的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是一个百宝箱达人。除此
之外，那些年轻有为的90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
首首精彩的歌曲演唱，他们正值青春年华，绽
放青春风采！
孙英粉和她的搭档刘志国以相声的表演方
式，将热处理和卷铁芯工作的职责淋漓尽致的
表达了出来，为大家带来了欢笑，也带来了对
公司发展的希望。孙增英以她独特的嗓音，将
《新贵妃醉酒》中戏曲部分表达得恰如其分，
她的唱功着实惊艳了在场的嘉宾和观众。
联欢会的最后，大家用一首《明天会更
好》，将心声留在联欢会，也留在每个人的心
底。在欢快的歌声中，联欢会落下了帷幕。
回首2017，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
砺前行，方得始终。
走进2018，拥抱新时代、传承新思想、明
确新方略、开启新征程。
安泰非晶

安泰科技承担的“AP/CAP屏蔽电机主泵推力盘材料国产化及应用研究课题”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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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泰科技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课题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重大专项“A P/C A P屏蔽电机主泵推力盘材
料国产化及应用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课
题”）顺利通过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在北京组
织的课题验收。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武
平作为课题负责人参会。
主泵推力盘是核电A P1000/C A P1400屏

总编：周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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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电机核心部件，此前该项技术国内空白，
只能依赖国外进口，而且进口产品在试验中
多次出现问题，已成为屏蔽电机主泵研制的
技术瓶颈。为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开展推力
盘材料研制及应用研究，才能掌握核心技
术，实现自主化。
粉末冶金事业部研发团队经过近两年的
技术攻关，顺利完成了课题任务目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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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C A P1000和C A P1400的推力盘产品，
掌握了高纯气雾化粉末的制备工艺，建立了
高纯气雾化粉末的生产装备。课题取得了一
批技术成果，获得发明专利1项，形成企业
技术秘密11项，发表文章4篇。公司开发的
推力盘已通过轴承台架试验验证，并应用于
C A P1400主泵电机样机中，有力支撑了A P/
C A P系列主泵的国产化，加速了A P1000国产

电话：010-62188249

化的进程。
本课题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核电专项第
一个通过验收的课题，课题的顺利验收标志
着安泰科技在进军核电领域又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为我国核电装备自主化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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