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7日 星期一11 特别报道

2017 年以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如今“企”的市场主体地

位逐步确立，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持续优化，企业党的建设进

一步加强。

兵团要发挥好先进生产力

示范区作用，兵团企业要当好

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

军、创新驱动发展的开拓者、

提升维稳戍边综合实力的发动

机，就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这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必须获胜的战役。三年多

来，兵团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

积极成效，贵在做到了“三个

坚持”。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

企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国

企的领导，是深化兵团国有企

业改革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

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根

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国企的

优势。在党建引领下，兵团高

效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分类分

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

国资委出资人定位、完善履责

方式，确保了国资国企改革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坚持市场经济规律和

企业发展规律。三年多来，兵

团坚持放活经营权，进一步激

发企业内生动力；坚持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完善了国资国企发展

运行和管理机制，这都是遵循

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做法，应继续予以坚

持。在此基础上，国企要重视跟踪市场，并根据市场

变化调整和优化生产经营策略，真正成为有核心竞争

力的独立市场主体。

三是坚持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兵团体制机制特

殊，没有可供参照的改革样板和先例，这就要加

强顶层设计，处理好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

系，持续补短板、锻长板。在推进改革实践

中，兵团切实发挥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坚

持把产业资金等用到点子上、用到关键处，

把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的特色

产业集团作为重点用力方向，推动国有资

本、国有企业做优做强。

“1996 年集团刚组建时，总资产达 1.58 亿元。到

2020 年，我们集团的总资产达到 445 亿元。”天业集

团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杨震说。

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工业奖、全国第一批循环

经济试点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作为一家本土

企业，天业集团用 20 余年时间，从玻璃制造开始，

开启了创新之路，一跃成为一家涉及热电、化工、水

泥、节水器材等多个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

压减低效劣质资产、增厚高效优质资产，先减后

加的优化组合，是天业集团优良资产日渐增厚、活力

迸发的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的持续推进，天业集团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目标。

天业集团在有效压减低效、无效资产的同时，集

中力量大力发展符合兵团产业政策要求、和主业关联

紧密的产业，进一步聚焦化工及新材料、现代农业、

现代物流及商贸产业等领域，全面增强企业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正因为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

新，才引领了一个行业新的开始。”杨震说。

技术研发筑牢企业“根”

在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七团的十户

滩新材料工业园区内，贺伟正在园区进行第 4 趟巡

检。“我们每人会配备一个智能巡检仪，省去了以前

手动记录的繁琐，11个巡检点半小时就能完成。”贺

伟说。

如今，除了像贺伟一样的巡检员享受了智慧工厂

建设的成果之外，厂区内的员工在中控室内就能基本

完成所有工作，包括启动设备、故障报警等。“大部

分员工都集中在了中控室，厂区内真正实现了少人高

效。”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军介

绍道。

十户滩新材料工业园是企业转型升级迈出的又一

步。2020年 8月，60万吨乙二醇项目在十户滩新材料

工业园投产运行，这是国内已建成的投产规模最大、

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煤制乙二醇项目，也是八师石

河子市打造碳基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首个重点项目。

“乙二醇项目生产中的自主创新工艺优化项目就

有 10 余项。”杨军说，液相加氢装置就是其中一项。

通过该装置对乙二醇进行除杂，最终生产出来的乙二

醇优等品基本达到 100%，满足了聚酯行业对乙二醇

指标的最高要求。

在天业集团，科技创新不仅限于此。多年来，企

业深化与科研院所、知名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优化建

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离子体应用技术联合工程实验室等 7个国家级研发

平台，突破了乙二醇催化剂、气固相氯化高聚物等制

约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十三五”期间，共承

担国家重大项目15项，申请专利485项，多项科研成

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杨震介绍，踏上“十四五”新征程，企业将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联合知名院校和院士专家团

队打造一批新材料重大创新示范工程。“构建兵团新

材料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杨震说。

新兴产业延展汇聚企业“气”

在位于石河子北工业园区的天业工业站，吊车正

忙着作业。企业的化工产品在这里装车后，通过专用

铁路线运送出去。“我们目前有 13条专业装卸线，整

个铁路专用线有 48 公里，2020 年运输量达到 1300 万

吨。”天业集团物流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志

华说。

天业铁路专用线是新疆中欧班列三大集结点之一

和三大始发站之一。2015年 5月，新疆首列中欧集装

箱班列从天业铁路专用线发出，到达俄罗斯车里雅宾

斯克。如今，这里形成了棚车、集装箱、敞车、公铁

海多式联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去年，通过中欧班列

发送化工产品超过 112列，今年截至目前已经运行了

50余列。”王志华说。

目前，企业正在打造国际综合物流港。“通过战

略合作单位的引入和多元化运输、多式联运的开展，

为园区内及周边企业提供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的

物流综合服务，更好地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王志

华说。

天业集团还建成了中国首条“煤—电—电石—聚

氯乙烯—电石渣制水泥”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进一步

向下游发展塑料加工、节水器材和高效农业，形成工

农业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

今年 3 月，东华科技和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的年产 50 万吨 PBAT 生物降解材料及配套

项目一期工程举行开工仪式。未来，其将被打造成

为生物可降解材料领域实业生产、技术研发一体化

基地。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魂”

“这里是天业集团基层党性教育基地，自去年建

成之后，就成为企业的打卡地。”天业集团天辰化工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杨培龙说，“天辰化

工是天业集团对外参观接待的‘重要窗口’，因此把

教育基地也建在了这里。”

从成立至今，天业集团党委带领广大干部职工，

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

有企业党建工作。如今，公司党委下设基层党委 13

个，党支部81个，党员2000余人。

杨震介绍，党建工作要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就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实情，做实载体创新，形

成自身特色。天业集团党委紧密结合企业生产实际，

将党的建设融入中心工作、融入安全环保工作、融入

群众工作，积极引导各级党组织开展“五星党组织”

创建活动，通过“支部联系党小组、党小组联系班

组、班组党员联系群众”工作，将党建触角延伸到基

层班组。

“基层党委打造了一批‘立得住、叫得响、可复

制、能推广’的党建品牌，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中心

工作有机融合、同频共振。”杨震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企业坚持学以致用，

与企业创新发展紧密结合，以持续学习的新成效推动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

杨震介绍，今年 1月份至 4月份，天业集团实现工业

总产值同比增长 18%，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整体生产经营持续向好，有力推动天业集团高质量发

展实现新突破。

初夏时节，走进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

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条条全自动

化生产线上，新疆风味酸奶、奶啤等热销产品正源源

不断地走下生产线，打包装箱后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只需要员工操作电脑就能完成奶罐清洗、

乳品加工等环节，为大量有品质的乳品生产提供了保

障。”天润乳业子公司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质量技术部副部长潘婷婷说，“每一个产品从原料

端的奶源灌装检测农药残留、新鲜度、温度等项目开

始，经过配料环节到终端产品下线，需要完成 78 个

关键点的检测，才能让产品放心进入消费市场。”

天润乳业成立于 2002 年，前身是乌鲁木齐农垦

乳业集团公司，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今年

58 岁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刘西宏与企业一同成长，他

告诉记者：“企业从刚开始保障乌鲁木齐市民的菜篮

子工程开始，在新疆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兵团乳品已

经走向全国市场。”

翻看企业发展大事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天

润”品牌真正进入全国消费市场是从 2015 年开始

的。刘西宏说，2013 年兵团确定天润乳业为兵团乳

畜产业资源整合的唯一平台，之后天润成功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2015 年推出了爱克林新疆风味

酸奶系列，打开了兵团乳产品出疆的市场销路。2018

年，天润乳业成为中国奶业协会 D20 联盟成员。去

年，企业销售额达到17.76亿元。

在关键岗位上，天润乳业设置了党员先锋岗，划

分了党员责任区，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平

台。“公司始终坚持党的领导。2017年，公司把党建

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形成了由党委决定企业发展方

向，董事会制定方案，经理层抓落实的发展机制。”

天润乳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让说。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区以南 40 多公里的新疆天润

烽火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一头头奶牛在“智慧养

牛”系统调配下，接受数字化精准喂养。到了挤奶时

间，奶牛听着音乐，缓缓走向挤奶转盘；生产的鲜牛

奶集中到奶罐后冷链运输至乳品厂；经过生产线加工

成多款终端产品。

在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天润乳业也更加注

重奶源安全。随着天润乳业多年持续投入，天润烽火

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陆续掌握了奶牛规模化散栏饲

养、自动化环境控制、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粪污无

害化处理等现代奶牛饲养先进技术，为奶源品质提供

了保障。目前，天润乳业在天山南北布局了 6家奶牛

养殖企业、16个规模化牧场，奶牛养殖规模达 3.1万

多头，自主奶源占到总奶源的67%。

“公司正在打造全产业链。”刘让说，天润乳业已

成为集饲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生产、科研开发、

市场营销为一体的专业化乳品企业。目前，天润乳业

生产的乳品品种达到 68 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销

售体系，疆内市场占有率约为 40%。今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4.6亿元，同比增长33.2%。

借助“大数据”工厂，天润乳业正

从 集 成“ 制 造 ”向 创 新 型 的

“智造、创造”发展。刘

让说，公司将继续深

耕 相 关 产 业 链

条，为奶业振

兴 注 入 兵

团力量。

创新路上日新月盛
本报记者 耿丹丹 马呈忠

为振兴奶业注入兵团力量为振兴奶业注入兵团力量
本报记者 马呈忠 耿丹丹

打
好
深
化
国
资
国
企
改
革
攻
坚
战

乔
文
汇

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棉花精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棉花精

量播种机在播种棉花量播种机在播种棉花。。

陈健生陈健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天业集团年产天业集团年产 100100

万吨合成气制乙二醇一万吨合成气制乙二醇一

期期 6060 万吨乙二醇项目万吨乙二醇项目

施工现场施工现场。。

赵海忠赵海忠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兵团第九师莫合台兵团第九师莫合台

工 业 园 区 依 托 资 源 优工 业 园 区 依 托 资 源 优

势势，，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产业产业。。

高剑平高剑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