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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肃嘉峪关乘火车，向西南穿行 70多公里，

就来到位于祁连山中段的镜铁山矿。这里是酒泉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冶

金行业“铁山精神”的发源地。

1958 年，酒钢依托镜铁山矿开工建设，成为

国家最早规划建设的第四家钢铁联合企业。1970

年国庆节前，这里终于炼出第一炉铁水。

酒钢出铁并不容易。1970 年初，原酒泉钢铁

公司党委书记韩显沛来到镜铁山矿，他背着行李

进驻 2640 米水平罐笼井巷道旁的硐室，带领职工

们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将第一列矿石顺

利运往山下，为高炉出铁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

出铁后的酒钢，虽有了产品，却落入建设规模

缩小、产品品种单一、产量徘徊不前、企业连年亏损

的低谷。为走出困境，酒钢人再次创造了奇迹——

1985 年，炼出第一炉钢水；1988 年，高速线材

工程建成投产；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建成中板轧

钢、200 万吨薄板坯连铸连轧、不锈钢等一批重点

建设项目……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酒钢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逐年增加，发展基础得以夯

实，企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60 多年来，酒钢集团公司党委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心作用，各项工作在实践中改进、在完善

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酒钢全面落实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贯彻两个“一以贯之”，大力

弘扬“铁山精神”，推进企业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持续在强化理念

上、制度落实上、载体推动上下功夫。酒钢建立完

善了“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习常态化制度

化；强化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严

格履行党委前置研究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坚持

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推进公司

规范任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围绕“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酒钢坚持

“党建统领、改革统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的工作思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攻坚行动、“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改造，推动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同频共

振、相融并进，真正做到“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

2020年2月，酒钢研发的铁素体抗菌不锈钢助

力“科技抗疫”的消息占据了各大主流媒体的版

面。在抗疫的关键时期，酒钢集团宏兴股份不锈

钢分公司共产党员、总工程师潘吉祥带领团队，用

35 天的奋战，实现了 J430KJ 抗菌不锈钢抗菌率达

99.99%，远超国家标准，酒钢成为国内唯一具备批

量生产铁素体抗菌不锈钢能力的企业。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酒钢的

党员们争当抗疫“排头兵”、复工

复产“领头雁”、完善产业链

“顶梁柱”、改革发展“压舱

石”，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坚定

信心、共克时艰，在大考

中交出了合格答卷。

407 个基层党组织

“走在前”，9311 名党

员“作表率”。酒钢各

基层党组织积极开展“一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

色”活动，不搞“花架子”，盯住突出问题、薄弱环

节，一个一个解决，一项一项提升，真正让党组织

“活”了起来、党员“动”了起来、效果“放”了出来。

酒钢集团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党委帮扶工作办公室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酒钢集团公司党委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以“学”为基，以“思”为筏，以“行”为桨，

以“进”为标，引导所有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一季度，实现了近 10年生产经营工作

最好的开局起步；1 月份至 5 月份，六大产业板块

经营业绩一路“飘红”、稳中有进，改革创新蹄疾步

稳，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十四五’时期，酒钢集团公司将继续做好党

建工作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融入

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扎实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作，当好‘链主’企业，把酒钢建设成

为主业突出、治理规范、管理科学、和谐发展的现

代化企业集团，奋力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酒钢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得信说。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

的光荣传统，也是其独特优势。作为新中国工业发

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酒钢、金川公司等一批甘肃国

有企业，从诞生之初就承载着新中国“产业强国”的

梦想，流淌着产业报国的红色血脉。

在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酒钢建设者，

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与智慧；以潘

从明、彭明、柴国梁等为代表的金川公司“大国工匠”

们，以技能报国，彰显出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蕴藏

着最宝贵的红色基因。可以说，酒钢、金川公司等国

有企业正是在发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

中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国有企业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负重自强、

顽强拼搏。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主攻方向，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支

柱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保证“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

顺利完成。

近年来，酒钢公司等企业干

部 职 工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以“企业有价值、员工

有尊严”为使命，以“把酒钢建设

成为主业突出、治理规范、管理科

学、和谐发展的现代化企业”为愿景，

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

纵深推进、发展动力有效释放，职工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技能报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琛奇

抓党建促发展 再创酒钢辉煌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初夏时节,甘肃张掖七彩丹霞脚下的倪家营乡南台村

一片生机盎然。走进南台村的客栈，全电厨房、电力锅炉、

水源电热泵等电气化设备一应俱全。

“在南台村的乡村建设中，你们全力支持、主动跟进，

保障了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南台村党总支书记张秉腾

向前来检查用电安全的国网甘肃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员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网甘肃电力公司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大部署落实中，

始终勇挑重担、积极履责，做自觉履行央企责任的排头兵。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十三五”以来，国网甘肃电力累

计投入 543亿元，开展“井井通电”工程、小城镇（中心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和村村通动力电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一

区一州”及 18个省定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电网工程，“两率

一户”指标达到国家脱贫标准，实现了贫困地区群众由“用

上电”向“用好电”的转变。全力支持光伏扶贫电站早发

电、早收益，累计并网光伏扶贫容量 127.6 万千瓦，每年可

产生稳定收益7.6亿元，惠及贫困户18.92万户。今年，国网

甘肃电力公司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扶

贫工作连续7年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表扬。

在中国电力发展史上，甘肃电网创造了若干个第一：

全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全国第

一条33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全国首条750千伏青海官亭

至甘肃兰州东输电线路、全国首条大规模清洁能源输送通

道±800千伏祁韶直流……跨域发展的甘肃电网满足了人

民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和保障。

如 今 的 甘 肃 电 网 ，通 过 1 条 ±1100 千 伏 特 高 压 、3

条±800千伏特高压和 18条 750千伏超高压线路与省外电

网紧密连接，在满足省内用电的基础上，将清洁能源输送

至我国中东部地区。经过输电通道建设、实施技术创新和

统筹省内调峰资源，甘肃省跨区跨省输电能力提升至 2900

万千瓦，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战略通道。目前，甘

电外送至 20个省（市），外送电量由 2016年的 145亿千瓦时

提升至 2020 年的 520 亿千瓦时，推动甘肃省能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甘肃送变电公司职工邹瑛涛与儿子邹逸一家两代人

经历了甘肃电网的发展与变迁。“我父亲主要参与建设的

都是330千伏线路，那时候330千伏是最高电压等级。到了

我上班后，参与建设的都是 750千伏线路，现在运维的最高

电压等级线路是±1100千伏吉泉直流。”邹逸说。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

网甘肃电力充分结合甘肃省情网情，围绕能源互联网、

源网荷储协调发展、电力市场等 7 个关键领域，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制定了落实国家电网“双碳”行动方案的

44 项具体举措，有力支撑甘肃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在金川集团厂区前，一个个党建学习专栏格外引人注目。

这便是金川集团立足生产经营实际，紧密结合降本增效、安全

生产、科技创新等重点工作，积极开展党建活动的生动体现。

走进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决战决

胜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是金川集团面临的

重大考题。

集团确定了以打造具有金川特色优势的党建品牌为主线，

聚集资源、资本、国际化取向，构建跨国经营格局，形成南部非

洲资源基地、广西金川铜镍生产基地，打通借船出海通道。集

团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提出优镍增钴、强铜扩贵、延伸

化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路，积极推进招商引资、资产盘活

和基础设施配套，奠定了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坚实基础。

通过系列举措，公司转型升级加速，经营格局不断优化，发

展战略形成体系，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在金川集团，“党员+劳模双领航创新工作室”“党徽闪亮

主战场、安全引领当先锋”等主题实践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在一

批个性鲜明的基层党建示范品牌创立的基础上，先进带后进的

引领示范效应持续增强。

金川集团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的有机

统一，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推进多个领域重点改革事项。

落实二级单位和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协同采取精简转变总部

职能、市场化核算、平台搭建和建立健全指标、核算、价格、考评

体系等措施，全面推行“五自”经营。

同时，通过签订契约化协议，市场压力实时传导，企业层级

责任明晰靠牢。引入知名企业参与部分子公司混改，金川科技

新三板挂牌；出台改革配套文件措施 35 项，整体上市取得进

展；推进“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和市场化用工，两级机关压

减机构；实行全员绩效考核和多元激励；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深化改革整体协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转机建制活力迸发，海

外项目运营富有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川集团营业收入增加到 2460亿元，工

业总产值增加到 1151 亿元，利税总额增加到 62.34 亿元，连续

两年进入世界 500强，2020年位列世界 500强 369位，稳居中国

500强前100位。

党建引领 改革为先
本报记者 赵 梅

坚强电网助力绿色发展坚强电网助力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图② 酒钢集团公

司潘吉祥及其研发团队讨论新产

品设计方案。 张志方摄（中经视觉）

图③ 敦煌光电园区百万千瓦级以上太阳能发

电示范基地。 吴建鑫摄（中经视觉）

③③

②②

①①

图①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里，工人在

调试即将交付客户的数控机床。

孙 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