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班组

近来袁鄂钢炼钢厂积极推进班组建设袁成立班组建设工
作小组袁以野我爱我家冶班组活动室竞赛为推手袁推进野高效尧
创新尧争先尧安全尧和谐冶的野五星级冶班组建设遥

为了设计别具特色的文化墙和班组愿景袁 一时间袁铮
铮钢铁汉子秒变野智多星冶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袁热烈地讨
论开了遥 野就用兑铁与设备相结合的图案袁作为我们班的文
化标识吧冶袁大家踊跃发言遥 野建议我们的口号是院我努力袁
我成功袁我自信袁我出色遥 冶三横班干脆喊出了响亮的口号袁
表达他们意气风发尧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遥就这样袁经过大
家集思广义讨论出来的方案初步落实后袁各班组终于有了
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墙设计风格袁或清新或稳重袁以生产
为中心袁展现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袁更显炼钢人的价
值观遥
竞赛中袁 自动化运转车间的小伙子略胜一筹遥 他们以

野创耶五星级爷班组袁建一流团队冶为目标袁全面提升班组管理
水平和员工综合素质遥小伙子们从文化墙的设计尧室内美化
布置尧上墙内容规范三个内容着手袁大家各抒己见尧发散创
新袁如期完成了文化墙的设计和安装遥 室内布置上袁小伙子
们也花了不少心思袁自己动手将墙面粉刷一新袁还通过更换
室内照明尧安装窗帘尧摆放绿植尧展示个人风采照片等野小妙
招冶袁让文化墙野与众不同冶遥

从公司争创星级班组活动以来袁 自动化运转车间先后
收获了三个现场文明星级班组尧 两个安全标准化星级班组
和一个模范小家星级班组等荣誉锦旗袁 炼钢电工班则获评
野三星级班组冶荣誉称号遥

钢铁汉变“智多星”
阴姚振园

为积极营造野有钱尧有
闲尧 有趣冶 的健康生活氛
围袁日前袁集团公司工会与
集团太极拳养生协会举行

野钢铁荣耀 铸梦百年 冶
2020年中国宝武职工太极
拳比赛袁 集团公司在沪各
单位的太极拳好手参加比

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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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位移的困惑被解除了袁 然而随着国家财力日趋
紧张袁社会舆论对宝钢的质疑声并未间断遥

1980年 9月袁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袁人大代表向
冶金部提出质询院宝钢为什么要建在上海软土层钥 宝钢会
不会增加上海的污染钥 进口铁矿石有没有保证钥 噎噎

1980年严冬袁国民经济进入困难重重的调整期袁中央
决定停缓一大批重点工程袁其中要求宝钢工程要野调整尧
退够尧下好冶遥
像飞速奔跑的运动员袁在百米赛道上突然被叫停遥 工

地上一片哗然噎噎
在此关键时刻袁上海市委副书记尧宝钢工程指挥部政

委陈锦华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袁 说明宝钢工程
的现状和建设的关键问题袁 力主宝钢工程继续建设遥 此
时袁引进设备 36万吨,已到货 16.8万吨曰进口材料 25万
吨袁已到 12万吨曰职工队伍除了施工人员 6万人袁生产骨
干已调集 1万余人遥下马损失太大了!如果下马袁设备材料
到货照样要付款袁贷款照样要付利息袁几万职工照样要开
支遥 野如果不下马袁而叫缓建袁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
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袁让工程在缓中求活遥
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袁减少损失袁对于今后的建设袁以至
于对国内外影响都是有利的遥 冶陈锦华洋洋洒洒两千言袁
秉公直书袁为宝钢工程带来一丝转机遥

1981年春节前夕袁 中央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宝钢问
题讨论会遥 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马成德作了简要汇报院
野如果继续建设袁还需要国内投资 25亿元曰而下马的话袁
除了损失 100多亿外袁至少也要花 15亿遥 冶

野节省 10个亿袁浪费 100多亿遥 宝钢的意见是袁多花
10个亿救活 100多亿袁是吗钥 冶国务院领导追问道遥

野是的袁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袁还可以节约 2个亿遥 宝
钢不是无底洞袁我们的账算得很细遥 冶随后袁马成德把工程

指挥部多次核定的数字向国务院

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遥这些数字为中
央最高层的决策提供了确凿的依

据遥
宝钢工程指挥部成立设备维

护领导小组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
程维护和进口设备维护上来袁发明
出野就地安装动维护冶的做法袁既保住了价格昂贵的进口
设备袁又稳定了 6万建设大军的人心遥

1981年 8月 7日袁国家计划委员会尧国家基本建设委
员会联合发文袁宝钢工程恢复建设袁把整个工程建设分为
一尧二期进行遥

1984年 2月 15日袁邓小平来到宝钢视察袁挥笔题词
野掌握新技术袁要善于学习袁更要善于创新遥 冶
国家巨额投资兴建的宝钢袁几乎靠钢材垒筑而成遥 设

备重达 40万吨的宝钢一期工程袁其中需要焊接的设备和
钢结构件就有 14.8万吨袁主焊缝总长超过 450公里遥焊接
质量优劣袁关系着工程成败遥 整个一期工程建设期间袁宝
钢副总工程师曾乐天天奔波在现场袁 为焊接技术人员讲
解先进的焊接工艺遥 遇到棘手的活儿袁他干脆一把抓过焊
枪袁边示范尧边讲解遥 他能自如地操作气焊尧自动切割尧等
离子焊等 10余种焊接设备袁 连宝钢最出色的焊工都说院
野曾总的实际操作水平袁远在我们高级焊工之上遥 冶野焊神
曾乐冶声名鹊起遥 在历时 7年的宝钢一期工程建设中袁曾
乐制定的焊接技术规程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袁 得到了严
格的施行遥 在以曾乐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的
共同努力下袁宝钢工程顺利推进遥 曾乐成为宝钢工地上广
大科技人员学习的楷模袁 一向很少题词的上海市市长朱
镕基为曾乐题词院野曾乐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典
范袁上海人民在振兴上海尧开发浦东的伟大事业中袁要学

习曾乐精神遥 冶
1985年 9月 15日袁宝钢 1号高炉点火遥之后一周内袁

高炉尧转炉尧初轧按生产工序一次连续投产成功遥 中共中
央尧 国务院在致宝钢的贺电中指出院野宝钢的建成投产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遥 这对提
高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袁 对促进国
民经济的发展袁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袁具有重要
的意义遥 冶11月 26日袁宝钢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遥
在邓小平尧陈云尧李先念的直接关怀下袁宝钢二期工

程的各个单项工程很快陆续开工遥 二期工程国产化率总
体达到 61豫遥 投资总概算为 172.4亿元袁其中引进工程外
汇为 20亿美元遥 1991年 6月袁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袁宝钢
设计能力达到年产钢 671万吨袁从生产半成品为主尧保本
微利袁转变为生产高难度尧高附加值产品袁可以生产汽车
钢板尧家用电器钢板尧造币钢尧彩色涂层钢板尧石油天然气
用钢等袁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遥

1993年 12月 23日,以 1580毫米热轧项目打桩为标
志袁宝钢自筹资金 525.28亿元建设的三期工程全面开工遥
3号高炉作为国务院特批项目先期于 1991年 1月 1日开
始打桩袁1994年 9月 20日建成投产曰三期工程其余 27个
项目于 2000年 12月 20日前陆续建成投产袁宝钢成为中
国第一个千万吨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遥

渊未完待续冤 施志

十九 宝钢工程动工兴建（下）

银2000年袁宝钢三期工程全面建成后的高炉区域

中国宝武“钢铁荣耀 铸梦百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各单位积极响应，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回顾中国宝武 130年发展历程，坚守钢铁报国初心使命，为企业发展积攒精神动力、实干力量———
杨 波 施 琮 施寒冰 冷 煊 摄影报道

近日袁宝地资产园区技术
服务分公司组织开展 野雄赳
赳袁气昂昂袁走进宝武百年冶
员工健步行活动袁46 名员工
从世博滨江走向宝武大厦袁
并参观了中国宝武 130 年系
列展袁 感受中国宝武的荣耀
铸梦遥

日前袁 华宝基金党委举办
野四史+宝武 130年史冶 知识竞
赛袁该公司党员尧团员青年代表
组建了 4支队伍参赛袁进一步增
进了员工对野四史冶以及中国宝
武历史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袁加深
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认识袁
增强了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遥

近日袁历时半年的马钢
冷轧总厂 野钢铁荣耀 铸梦
百年要要要我的钢铁梦冶征文
与演讲比赛完美收官遥为了
回顾历史尧反映当下尧展望
未来袁活动开展后袁该总厂
各单位积极响应袁共收到征
文 30余篇遥 参加比赛的 14
名演讲者感情充沛尧声情并
茂袁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遥

根据上海团市委尧集团团委要求袁为引导
广大团员青年追忆历史尧学习精神袁理解新发
展阶段尧新发展理念尧新发展格局袁练就过硬本
领袁日前袁宝武重工团委与中国十七冶集团团
委联合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暨野追忆先行路袁开启新征程冶主题团日
活动遥

当天上午袁宝武重工和十七冶集团 40余名
团员青年代表前往南京中山陵开展主题团日

活动遥 宝武重工青年代表张茜颇为感慨袁野我们
团员青年要以史为鉴袁面向未来袁继承革命先
驱的伟大意志袁爱岗敬业袁主动担当作为袁把我
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遥 冶

当天下午袁 团员青年们来到马钢展厅和
马钢特钢产线参观遥 宝武重工与十七冶集团
均是注册在马鞍山的重要企业袁 一直以来双
方积极开展交流合作袁 为冶金行业各自领域
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遥 通过此次重走习近平
总书记走过的路线袁 让十七冶集团管廊分公
司团委书记吴熹微对马钢的历史和发展有了

全新认识袁野十七冶集团和马钢多年来互相促
进袁共同发展袁如今马钢融入中国宝武袁在专
业化整合的背景下成立了宝武重工袁 为我们
打开了更广阔的合作领域遥 希望今后能够不
断深化团青共建袁 共同推动钢铁生态圈的高
质量发展袁成为钢铁生态圈中的好邻居尧好伙
伴遥 冶

之后袁团员青年们来到宝武重工马钢重机
工匠基地袁进行了野对标找差冶交流座谈遥 宝武
重工青年代表们在主题团日活动的实践感悟

下袁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锚定目标尧
奋勇拼搏袁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袁全力推动
宏伟目标的实现浴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阴王 者

我们用坚强铸就臂膀

我们用热情温暖胸膛

让足迹遍布千家和万户

从东方走向世界的中央

敢为人先袁争创一流
诚信协同袁严格苛求

我们为城市构建脊梁

我们为海浪安放睡床

在原野追赶复兴的速度

在极地播种中国的红妆

中国宝武袁钢铁国度
中国道路袁铸梦幸福浴

铸梦幸福
阴赵洪明

(上接第 1版)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

制改革袁务求实效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中袁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出资企业和商
业一类企业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重点遥 市场充分竞争类的央企下属一
级子公司袁原则上是野应混尽混冶遥 所
以袁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党和国家
的战略袁不是可改可不改袁而是必须要
提高政治站位袁敢于冲破藩篱袁勇于担
当作为袁推进企业野应混尽混尧能混尽
混冶遥我们要在治理尧激励尧效率上下更
大功夫曰 要统筹开展集团公司范围内

野双百企业冶野科技示范企业冶野创建世
界一流企业冶等改革试点企业袁推进落
实董事会责权尧 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
者尧企业薪酬差异化分配尧员工持股等
工作曰要加大非公资本的引入力度袁为
各类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创

造条件曰 要依法依规对混合所有制企
业实施市场化差异化管控袁 推动混合
所有制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袁 落实各治理主体职权袁 发挥董事
会尧经理层功能作用曰要大力推进混合
所有制企业全面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

化经营机制袁在劳动尧人事尧分配三项

制度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袁 通过收益
共享尧利益捆绑激发改革新活力袁切实
提升综合改革成效遥
关山千万重袁勇毅笃行方能致远遥

随着国企改革的持续推进袁 我们面对
的都是难啃的野硬骨头冶遥 混合所有制
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袁 必须加大工
作力度袁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袁加快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

步伐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袁进一
步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袁 为中国
宝武早日野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冶的
目标而不懈奋斗浴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上接第 1版)
在首映仪式上袁 创作团队代表分

享了创作感悟袁 宝武环科员工深情演
绎了诗朗诵叶播下绿色的种子曳遥

宝武环科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陈在
根在首映式上表示袁 宝武环科始终秉
承钢铁报国的初心使命袁在绿色发展尧
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袁专注于野协同
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袁 打造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专业化平台冶袁以既野不
招人嫌冶袁更要野讨人喜冶为目标袁努力

改变大家对钢厂的刻板印象袁 为创建
野无废工厂尧城市钢厂尧无废城市冶贡献
积极力量遥

郭斌在首映式上表示袁 以往很多
人传统的印象中袁钢铁是冰冷的尧灰色
的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遥 但是袁通
过这部动画片袁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废
旧油漆桶被点石成金尧 变废为宝的过
程袁也让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
宝武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袁 实现华丽转
身袁中国宝武不仅不破坏环境袁还成为

了城市垃圾的消纳者袁 成为美丽城市
的野环保卫士冶遥 中国宝武将一如继往
地履行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袁 持续走
好资源节约尧 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之
路袁 为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提供新
动能尧作出新贡献遥

中国宝武资环业中心尧企业文化
部尧能源环保部袁宝钢股份能源环保
部袁 宝武环科相关负责人及员工代
表袁环保动画片创意制作团队代表参
加活动遥

《华丽的转身》惊艳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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