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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
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全
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沙
钢集团，努力交出一份高质
量发展新答卷。

11 月 25 日，胡润研究院
发布《2020中国500强民营企
业》，沙钢以 830 亿元价值位
列榜单第123位，在民营钢铁
企业中排名第一。

9月28日，中国企业联合
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

“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沙钢位列第 87 位。同日，还
发布了“2020 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 强”名单，沙钢位列第
27位。

8月10日，《财富》杂志发
布“2020 年世界 500 强”排行
榜，沙钢位列榜单 351 位，连
续12年跻身世界500强。

……
“2020年是沙钢实施‘九

五’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也
是围绕做精做强钢铁主业、
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
面对疫情冲击，沙钢克服重
重困难，不断淬炼高质量发
展成色，赢得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沙钢集团董事局主
席沈文荣表示，明年是沙钢

“十五”的开局之年，沙钢要
坚守“钢铁报国”初心，抢抓
机遇，做精做强，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百年沙钢”的宏伟目
标而不懈奋斗。

淬
炼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色

淬
炼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色

点燃“蓝色火焰”

蓝色火焰是火焰中温度较高的部
分。只有点燃创新的蓝火，创新资源才
能深度激活，沙钢的发展才能更有温
度，才能不断绽放光彩、筑牢高质量发
展的基石。

早在1998年，沙钢就成立了企业技
术中心，并于2007年被认定为国家级
技术中心。沙钢瞄准国际先进工艺装
备，实现了装备大型化、产线专业化、生
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

炼铁厂通过对高炉煤气重力除尘器
球阀创新改造，实现年改善效益70.79万
元；转炉三车间自行设计制作搅拌机除
尘系统，现场作业环境持续改善；棒线厂
创新采用线上打磨新方式，生产效率大
大提高，年增效100万元……沙钢持续
引导职工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你追我
赶、各显身手，企业上下创新蔚然成风。

走进江苏省（沙钢）钢铁研究院，科
技感扑面而来。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分
析检测设备，包括场发射透射电镜、场
发射扫描电镜等，为先进钢铁材料和工
艺技术的研发奠定坚实基础。“钢研院
的建立，使沙钢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
技术创新保证体系和人才保障机制，壮
大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更成
为沙钢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强大平
台。”沙钢钢铁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麻晗
表示。

2016年以来，沙钢先后与多所高
校开展了50余项产学研合作项目。通
过产学研合作及自主创新，沙钢先后开
发了350余个新品，多项新产品填补国
内空白。

沙钢紧抓信息技术革命机遇，将先
进的钢铁制造技术与以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智慧沙钢”建设。

正午时分，跨入沙钢冷轧酸轧车
间，1.4 万平方米的原料库区空无一
人，整片作业区域几无照明，5台行车
在空中自如行走吊卸钢卷，定睛一
看，行车驾驶舱竟然也空无一人。不
一会儿，卡车装载原料卷驶入库区指
定位置，行车自动将钢卷入库至合适
垛位。沿着绿色通道来到无人行车
调度室，只见一名调度员在认真关注
并查看行车运行情况……沙钢冷轧
厂酸轧车间原料库无人化行车改造
项目于今年6月底试运行后，实现了
酸轧原料库各系统的全自动无人化
控制，标志着沙钢加速迈入“黑灯工
厂”新时代。

践行“绿色理念”

沙钢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形成绿色
生产方式，一改钢铁企业高能耗、高污
染的形象。

11月27日，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指导、中国冶金报等主办的2020年（第
三届）全国钢铁行业绿色发展大会在福
建召开，沙钢凭借扎实有效的环保举
措、真金白银的环保投入、切实可见的
环保成效获评“2020绿色发展标杆企
业”。这是沙钢荣获“2019年度重点用
能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全国冶金
行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企业’”“‘中
国能效之星’四星企业”“绿色发展领跑
者企业”“中国环境保护示范单位”等荣

誉后，在绿色发展领域所获又一张靓
丽“名片”。

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战略导向，始终将守护“一江清水”作
为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沙钢坚持不多
用一滴长江水、不向长江排一滴污水，将
保护长江水域环境工作做到极致；

实施节水减排、清污分流与废水综
合治理，建设45套循环水处理系统和两
个 15 万吨/天中水回用场，实现污水

“零”排放；
总投资13.5亿元，全方位、高标准推

进长江岸线生态保护建设，以“净化”“绿
化”“美化”为抓手，全面推进长江码头和
内河码头岸电建设、高大建筑物外立面
见新、码头提档升级、码头区域“见缝插
绿”、道路“黑化”等工程，减少污染物排
放、节约能源、减少噪音污染，实现“零排
放、低噪音”；

从绿色制造方面入手，从源头上减
少污染排放、降低能源消耗，实现国内首
条超薄带生产线工业化生产。这一方式
与传统热连轧相比，单位燃耗减少
95%、水耗减少80%、电耗减少90%，节
能降耗效果显著，真正实现绿色生产；

……
“十一五”以来，沙钢累计投资300

亿元进行环保提标升级改造，先后实施
了焦化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料仓、出铁
场、皮带通廊全封闭改造，全流程配备除
尘装置等100余项重大环保技改工程项
目，目前全生产工序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多项指标处于全国同行先进水平。

沙钢3#C型料场施工现场，在阳光
照射下料场蓝色外观异常耀眼，工人在
料场内部紧张地安装钢结构通廊和主体
设备。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料场主
体结构顺利完工，正在进行内部配套智
能化设备的安装。该料场总占地面积
6.15万平方米，建筑体积358.2万立方
米，可储存80万吨球团用铁精矿和烧结
矿粉，为国内最大的矿粉C型料场。料
场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化设备，着力
打造集“环保、节能、自动化、智能化”为
一体的大型智慧料场，将实现全过程全
封闭无人可视化操作，从根本上解决料
场扬尘、扬散、流失等物料损耗，全面达
到国家超低排放要求，实现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赢。

炼就“金色品质”

沙钢持续锻造产品质量，同步提升
服务质量，在不断打磨“金色品质”中擦
亮“金字招牌”，与用户结成命运共同体。

日前，江苏省质量发展委员会召开
首批“江苏精品”发布会，50家企业共56
个产品（服务）名单正式出炉，沙钢及其
产品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碳素结构
钢热轧薄钢带获得“江苏精品”认证。

沙钢始终坚持以“创中国品牌、造世
界精品”为品牌发展战略，以“特钢更特、
优钢更优、普钢转优”经营理念为指导，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品种质量，打造
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高度创新活力的
全球知名钢铁企业。

瞄准产品质量，沙钢设立理化检测
中心，按照ISO/IEC17025建立了实验
室管理体系，所有检验项目均通过中国
合格评定实验室认可；沙钢钢铁研究院
建立钢铁研发数字化仿真平台，满足了
全流程质量在线监控、预测、判定、分析、
诊断等业务要求，不仅缩短了研发周期，
还为产品质量提供坚强保障；沙钢开发
的高炉智能诊断系统覆盖整个炼铁流
程，对高炉生产进行全面监控与预警，对
改善产品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沙钢坚持聆听市场的声音，将客户
服务软实力放在与技术产品硬实力同
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给予长

足发展。围

绕顾
客特殊需求，
沙钢实施全订单生
产，实现“规模生产”向

“规模定制”的战略转变，缩短
了交货期，提高了准时交货率，满足
了客户需要。

今年7月1日，沪苏通铁路正式通
车，列车鸣笛穿城而过，张家港从此结束
了“地无寸铁”的历史。而更令沙钢人自
豪的是，在这样一座国家级重大工程上
有着深深的“沙钢烙印”——作为沪苏通
长江大桥最大的桥梁钢供应商，沙钢共
向沪苏通大桥专供了7.7万吨高强度桥
梁结构钢，同时还向沪苏通铁路工程供
应了12万吨矿渣粉，为这项国家重点工
程的安全、优质、高效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沙钢被沪苏通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
授予“优秀供应商”荣誉称号。

在国内市场地位不断巩固的基础
上，沙钢还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准确把握和开展海外市场业务，不
断增强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目前，
沙钢产品已远销至东亚、南亚、欧洲、美
洲、大洋洲、非洲等 90多个国家和地
区，总出口量连续多年在国内相关领域
名列前茅。

澎湃“红色动能”

作为全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沙钢
把党建引领渗透到企业发展的每个环
节，源源不断释放“红色动能”。

专题培训、讨论交流、知识竞赛……
连日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活动在沙钢职工中持续展开。“我们要传
承‘沙钢精神’，争做听党话跟党走的排
头兵、建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为企业发
展、建设‘钢铁强国’而不懈奋斗”，成为
大家共同的心声。

纵观沙钢发展，“听党话、跟党走”是
沙钢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沙钢得以健
康成长和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沙钢
坚持“部门建在哪里、支部就建到哪里”
的原则，实现基层党组织100%全覆盖，
并且100%实施“部门主要负责人党政
一肩挑”，构筑了非公企业党建的坚强堡
垒。沙钢现有16个党总支、66个党支
部，有了党总支、党支部，企业就有了核
心，就有了做精做强的动力。

党建强，发展强。沙钢把党建目标
体系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推进、同考
核，创新实施“党建绩效管理制度”。党
委全面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逐级分解落
实党建工作，把生产、质量、环保、降本节
支增效等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情况，把发现解决企
业发展和

部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作为衡量各基
层党组织工作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通
过个人自评、360度评价、关键指标考
评、民主测评等多种方式，实现党建绩效
水平与经济业绩同步考核，促进党员干
部的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同步提升；与
此同时，建立组织建设与规模扩张同步
加强、党建目标与企业战略同步确立、党
建效益与生产业绩同步考核的“三同步”
党建机制。这一制度还被江苏省委组
织部列为“全省党建创新工作范例”。

今年初，沙钢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成立了党委书记、董事长
挂帅的产改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
组建产改观察员队伍，构建起党委领
导、工会牵头、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和党建、工建、产改一体化推进体系，
从而发力建设一支思想坚定、本领过
硬、充满活力、社会尊重的产业工人队
伍，让每一名沙钢职工“出彩”，带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更“精彩”。

走进沙钢职工书屋，眼前简约大方
的木纹书架两侧排开，架子顶上设有标
签，文学、历史、冶金、时事等一目了
然。沙钢将阅读作为职工思想政治引
领的重要抓手，以职工书屋为阵地，不
断丰富职工书屋藏书种类、数量，教育
引导职工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
习惯，企业形成“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
作”“人人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
良好风气。12月1日，江苏省总工会、
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下发荣誉通报，经基层推荐、综合
考评，沙钢入选第三批江苏省“书香企
业”建设示范点。

■ 本版撰稿 李仲勋
■ 图片提供 沙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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