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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党建“钢铁之魂”深度融合助力转型
—新钢公司以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是一家产
能达千万吨的省属大型国有钢铁联合企业、江西省工业
骨干企业。现有资产总值 510 亿元，在岗员工 2.31 万
人，其中本科以上4472人，科研人员1264人。下属上市
公司1家（新钢股份，股票代码600782），直属及参控股
企业98家。2020年公司产钢990万吨，实现营收795亿
元，经济效益列全国89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第一方阵，列
2020中国企业500强第300位。

新钢经过6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集矿石采选、钢铁
冶炼、钢材轧制及延伸加工于一体，拥有普钢、特钢、金
属制品、钢结构、化工制品产品系列共 800 多个品种、
3000多个规格的生产制造企业。公司板材生产能力达
到 700 万吨/年，厚度覆盖 0.28mm-380mm。新钢主体
装备全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主要包括360m2烧结
机、2500m3高炉、210t顶底复吹氧气转炉、105m/s高速线
材、3800mm宽度厚板轧机和1580mm热卷、1550mm冷
连轧、高牌号电工钢、优特钢带等生产线。

公司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先后四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
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以及江西省船用钢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公司产品开
发能力强劲，成功开发了海洋工程用钢、IF钢、临氢钢、
低温移动式罐车用钢、耐磨钢、模具钢、汽车用钢、高牌
号冷轧电工钢等几十类高端产品，广泛运用于石油石
化、大型桥梁、军用船舶、核能电厂、航空航天等国家重
点工程，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部崛起“新”新钢

作为大型国有钢铁企
业，新钢公司积极履行国企
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国企优
势，利用产业互补、技术互
补、人员互补的方式，推动精
准帮扶，以提供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助推对口扶贫点
——分宜县操场乡上松村的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分宜县操场乡上松村有
930 户 3768 人，曾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46 户 140 人，是新
钢定点扶贫村。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
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
准。为此，新钢把精准帮扶
的重点放在产业扶贫上，积
极帮扶贫困村在“输血”的基
础上，提升自身的“造血”功
能，使其从根本上脱真贫、真
脱贫、不返贫。

从 2017年开始，新钢先
后出资帮扶上松村委建了小
龙虾养殖基地、韭菜花种植

基地。为提高扶贫产业收
益，规避经营风险，2019 年
经原新余市扶贫办推介，采
取“龙头企业+致富带头人+
贫困户”模式在上松村扶植
香菇扶贫产业。

其中，由食用菌龙头企
业提供技术和菌种，新钢和
当地政府、当地致富带头人
共同出资合作，在上松村建
设了 10 个温控香菇大棚。
2020年 6月底，援建的 10个
香菇大棚已经陆续建成投
用。至此，新钢在定点扶贫
村上松村形成了小龙虾、韭
菜花、香菇三个特色产业。

目前，上松村 18个扶贫
项目均已完成，共新修通村
公路、村组路、入户便道8200
米，修建排水沟3500米，改水
198户，改厕 210户；有 15名
在校学生享受教育资助共计
29850元，46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已经全部脱贫。

“十三五”期间，新钢公
司坚定不移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主要经济指标取得历史
性突破，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五年中，经济总量、发展
质量实现双提升，共计完成
生铁4468万吨、粗钢4616万
吨、材坯 4385万吨，比“十二
五”分别增长86万吨、281万
吨、22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886 亿元、利税261亿元，分
别增长1091亿元、231亿元；
利润由亏损 22 亿元到盈利
178亿元；粗钢产量、营业收入
实现“五连增”，经济效益位列
行业第一方阵，经济总量由

“十二五”末的中国企业500强
第477位提升至300位。

——五年来，新钢坚定
不移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发
展动能加速聚合。科技研发
投入 50.1 亿元，获市级以上
科技进步奖 17项，其中两次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承担省级以上科技专项 14
个。新高棒、优特钢带、高牌
号电工钢等轧材产线相继建
成，成功开发 150余个高、新
技术产品。产品先后获“优
秀钢铁企业品牌”，有“江西
名牌产品”3 个、“金杯优质
产品”5个，产品广泛运用于
石油石化、大型桥梁、高速公
路等国家重点工程，“新钢制
造”名片更加闪亮。

——五年来，新钢坚定

不移推进综合管理改革，运
行效率不断提高。新钢大力
实施基于优岗减员、效能提
升的“三项制度”改革，主业
人均产钢量由 429吨提高到
870 吨；同时已经全面完成
19 个社区移交地方政府管
理，使企业真正实现减负轻
装上阵，企业综合改革的做
法和成绩得到国务院国资委
表扬。

——五年来，新钢坚定
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
色发展持续进步。累计环保
投资 31 亿元。2020 年二氧
化碳排放量、吨钢颗粒物排
放量、水循环率、固体废弃物
利用率等主要环保指标达到
或好于“十三五”末目标值，
无组织排放下降 80%以上；
累计节约51.41万吨标煤，超
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十三
五”节能目标任务。

——五年来，新钢坚定
不移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理
念，民生保障更加坚实。“十
三五”期间，新钢在岗职工人
均收入增长 58.15%，职工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增幅高于
市区平均水平；先后启动完
成5个小区4761户棚户区改
造，并投资 2.6亿元实施“清
洁工厂”建设，相继完成 14
条主次干道改扩建工程，实
施袁河公园、体育场地、厂区
美化亮化工程等民生项目。

到今年6月，作为江西省历史上投资最大的环保项目，新钢公司新建
的智能环保综合料场已经投入运行整整一年。这一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
膜结构建筑群投运后，新钢原燃料粉尘无组织排放减少80%，实现了“用煤
不见煤，用矿不见矿”的高标准清洁生产。

负责新料场运转的烧结厂原料车间党支部书记郑作文回顾这一年的

工作深有感触：“现在车间人更少了，任务更重了。但是一年来新老料场
交接平稳，生产运行有序，这主要得益于车间47名党员骨干的带头作用，
更得益于公司党委开展的‘三个三’党建工作体系建设。”

郑作文所说的“三个三”党建工作体系，正是新钢公司党委为加强企
业党建工作、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一项成功举措。

新钢公司党委始终坚持这样一个
理念：党的政治优势就是国企的发展优
势。只有不断创新强化党建工作，才能
更大程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为此，近年来，新钢公司党委积极
探索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在
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强化企业党建
工作体系建设，并推出一系列创新举
措，着力打造具有新钢特色的企业党
建工作体系。

——2017 年 ，新 钢 党 委 提 出
“1234”基层党建工作法，推进党建与
生产经营的融合。

——2018 年，提出“做精党支部、
做强党小组”党建工作理念，并就党支
部提出了“规范、协同、高效、精干”，对

党小组提出了“仪式感、灵活力、先进
性”的原则要求。

——2020 年，新钢党委确立“三
个三”党建工作体系思路，即围绕基本
组织、基本制度、基本队伍“三个基本”，
紧扣切入点、着力点、支撑点“三个要
点”，发挥党委领导作用、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三个作用”。

“三个三”党建工作体系建设开展
之后，新钢党委首先大力推进党的基
层组织设置，推动组织机构整合强化，
公司党支部数量由 249 个调整为 224
个。公司党委重点加强基层党支部书
记队伍建设，对所有基层党支部书记
进行集中培训，高质量做好党员发展
工作，新发展党员90名。

在“三个三”党建工作体系建设

中，新钢党委推行党建“百分制”考核，
及时下发党支部建设标准，确保了“三
个基本”建设更为有力；公司各基层各
单位则将生产经营与党建工作有机结
合，用好“党建+”，开展党建项目攻关、

“先锋创绩”等活动，确保了“三个要
点”抓得更为牢固。

围绕“三个三”党建工作体系，新钢
党委着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宣传
思想阵地建设和管理，组建公司网评员
队伍，制定《规范微信公众号、网络社交
工作群和职工网络行为的管理办法》，
做好微信公众号、工作群备案登记工
作，并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作
为干部考核、星级班组（员工）评定重要
评价内容，及时了解职工群众所思所
盼，加强舆情调研和思想引导。

同时，新钢党委着力营造浓厚政
治氛围，在全公司深入开展“担当实
干、创新突破”主题活动，聚焦“转型升
级冲千亿”“三全”降本创效活动，深入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汇聚转型升级冲
千亿新力量；坚持围绕公司重点、难
点、亮点，抓好新闻宣传，弘扬主旋律，
进一步营造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良
好氛围。

一年来，新钢各单位聚焦抗疫保
产、“三全”攻关、升改工程等工作，深
化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和党员突
击队创建活动，设立党员示范岗 759
个、党员责任区 165个、党员突击队 76
支进行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使党建工
作成为了看得见的生产力，确保了“三
个作用”发挥更为有力。

构建新钢特色党建体系——筑堡垒强队伍聚人心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典型的“城市
钢厂”，近年来，新钢公司以党建为引
领，不断推进清洁工厂创建，实现绿色
发展，以看得见的产城有效融合，实现
企业与城市、工业与生态的和谐共融。

“十三五”期间，新钢累计在环保、
清洁工厂创建、班组“三室一间”建设方
面投入近 40亿元，坚定不移推进创建
清洁工厂工作。2018年，公司又启动
投入超过 100亿元的产业转型升级改
造工程，淘汰露天料场等一批落后产能
及设施，实现了新钢所有工艺技术装备
全部符合国家钢铁产业政策，主要排放
指标大幅改善，为企业适应行业变革、
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近三年来，新钢确立了“主业提
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相关多元”的
发展思路，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企业发展的全过程，体现了国
有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截至
2020年底，新钢公司累计完成环保投
资 100多亿元，建成各类环保设施 200
多台（套）。2020年环保运行费用超过
20亿元，吨钢环保运行成本由过去的
不足30元，达到现在的180多元。

与三年前相比，新钢目前的粉尘、
二氧化硫排放分别下降 2.8%、15.5%，
污染物均实现达标排放。其中，中水
深度处理及回用项目投用后，可将生

产系统的工业废水转化为新水重新利
用，水质达到“纯净”水等级，有效提高
了企业的水资源利用率。

新钢新的综合料场运行后，从根
本上解决了长期制约企业发展的绿色
环保、生产高效两大核心难题。综合
料场智能环保易地改造项目与正在建
设的 4.3m 焦炉环保节能升级易地改
造项目，共计投资达40多亿元，都是在
不增加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完全为改
善环境质量而实施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综合料
场智能水平、环保水平在国内钢铁行
业首屈一指，目前行业内只有湛江和
防城港相关钢铁公司拥有相等高水平
的综合料场。新钢新料场有 6个白色
全封闭式大棚，让延续了 60多年的全
裸露堆放露天料场彻底告别历史舞
台，每年可减少颗粒物排放 9400 吨。
目前，新钢的物料储运已经进入“矿入
棚、煤入仓、车加盖”的全新方式。

今年 5月 31日,新钢 7号烧结机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开工建
设，计划今年底投入运行。这是新钢
第一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也是为打
造绿色钢铁而实施的系列环保技改项
目之一。其他包括 4.3m 焦炉环保节
能升级易地改造、含铁尘泥综合利用、
高性能高牌号电工钢等环保技改项

目，也正在全面推进。
为了促进厂城融合，实现环境友

好，新钢与地方政府合作投资2亿多元
建设的袁河公园已全面投入使用。由
新钢出资建设的“两路一桥”工程，在
企业周边形成一道绿色防护林，成为
厂区与新余市城区之间的生态屏障，
为新余市空气质量改善作出了显著贡
献。这两大项目建成后，不仅有效改
善了新钢职工家属的出行条件，还大
大提高了周边地块的开发价值，具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为了全力配合新余当
地“天工开物”发源地相关旅游品牌发
展，新钢还将重点打造三条精品工业
旅游路线，建设区域具有较强影响力
的工业旅游品牌。

经过多年的努力，“室内窗明几
净、室外鸟语花香、厂区天蓝地洁、周边
水清草绿”的环境新生态正在新钢逐步
形成。城市发展与钢铁生产合为一体
的新余市，PM2.5浓度均值下降14.3%，
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列江西省第
二，成功入选中国宜居宜业城市。

党建引领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产城共融渐入佳境

破解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症
结，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
新钢党委近年来一直下大气力探索和
追求的一个党建工作目标。

为此，新钢党委瞄准“转型升级冲
千亿”年度目标和“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降本创效等中心任务，在全公司广
泛立项并推进“党建+”活动，确保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紧密融合的指向性和
有效性。

——党建与深化改革紧密融合。
作为国企综合改革“双百行动”试点单
位，新钢于“十三五”末如期完成方案
确定的19项任务。其中成效最为显著
的就是“大部制”改革，近两年新钢先
后整合 19 个单位、部门，减少了 13 个
单位、部门建制。将岗技工资制、岗薪
工资制改为岗效工资制，提升职工绩
效考核权重。

通过持续深化高效化改革，灵活调
整优化机制，提升二级单位优岗减员积

极性，2021年，新钢钢铁主业人均产钢
量比“十二五”末提高了441吨。与此同
时，公司在凤翔带钢、板加公司等子公
司试点职业经理人制，以增资扩股等形
式组建两家股权多元混合所有制企业。

到“十三五”末，在江西省委、省政
府的全力支持下，职工医保、工伤保险
等困扰新钢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全
部得到解决，19个社区移交全面完成。
新钢综合改革经验成为国企改革的亮
点，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肯定和推介。

——党建与智慧制造、智能制造
紧密融合。近两年来，新钢加快实施
信息“连岛工程”，整合现有MES系统、
智能门禁系统、二级单位局域网等信
息平台，全面打通数据传输共享系统；
加快了对传统工序的智能化改造进
程，先后引入多功能智能炼钢系统、连
铸全自动开浇和加渣技术、财务成本
核算系统、产线质量跟踪系统、设备管
理系统、全流程“智慧物流”、协同办公

系统、智能门禁系统。
在此基础上，新钢大胆探索无人

车间试点，全力打造无人操作的数字
化智慧料场和计量集中控制中心。截
至目前，多个智能制造项目有序推进、
成效初显，为新钢进一步提高劳动生
产率，提升企业管理运行效率打下坚
实基础。

——党建与科技创新紧密融合。“十
三五”是新钢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五年，
科研研发投入50.1亿元，成功开发150余
个高、新技术产品，高技能人才占比高于
全国钢铁行业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2020年，新钢强化创新能力建设，
科 技 研 发 投 入 12 亿 元 ，营 收 占 比
3.11%；并与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实现
战略牵手，签订人才培养及就业基地
合作协议；先后成功开发 S460NL、
590CL等 43个新产品，稀土钢研发取
得重要技术突破，实现小批量生产；获
国家授权专利 58项，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2项。
其中，共产党员、新钢自动化部新

自信公司经营部长王伟，带领团队通
过改造、改革，使卷板厂酸轧设备的安
装更合理、控制更完善，酸轧作业线的
故障时间由每月的 1000余分钟，下降
到现在200分钟，每年可为公司创效达
600余万元。团队的科技项目“冷轧酸
轧自动化控制消化吸收与创新”，在
2016年获新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每年可创效1200万元。

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有效推动了新钢生产经营的又好又快
发展。“十三五”期间，新钢公司从亏损
22亿元一跃转为盈利178亿元，在中国
企业500强排名从第477位提升至300
位，经济效益步入钢铁行业第一方阵。

今年1至5月，新钢生产经营继续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企业经济效益位
列全国钢铁行业90多家大中型钢铁企
业第12位。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企业转型升级蹄疾步稳

新钢新钢全貌全貌

去年去年，，新钢新钢12771277名党员志愿者奔赴社区名党员志愿者奔赴社区，，5050多天共义务奉献多天共义务奉献11万个班次万个班次，，
支援新余市城区疫情防控工作支援新余市城区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