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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历史佳话的地方；这里曾见证了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 8 万多
各族儿女汇聚塞外，以战天斗地的气魄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北疆荒漠建成草原钢城的火红岁月。如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新一代包钢人赓续红色血脉，从 2016 年到 2021 年，用了五年时间，战巨亏，渡难关，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勇力和百折不挠的攻坚勇气，使企业
起死回生、涅槃重生，从营业收入上创造出用五年时间再造两个包钢的奇迹，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续写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新时代篇章。

历 史 会
记住这样两个时间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

年，1959 年 10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的身
影出现在包钢一号高炉炉台，亲手为包钢

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出铁剪彩，红绸剪落，铁流
奔涌，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就此结束。

建党百年，2021 年截至 10 月份，包钢集团实
现营业收入 1062 亿元、利润 86.6 亿元，均创历史同
期最好水平，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国资监管系统首
家营收超千亿元企业。

相隔 62 年的两个时间点的聚首，如黄钟
大吕响彻钢城，而“齐心协力建包钢”的

精神薪火相传，越燃越亮，照彻包钢
建设发展的全部历程，向着

未来指引方向。

创造了经营业绩增幅最大的“包钢速度”

作为新中国“一五”时期 156 个重点项目
之一，包钢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化而诞生发展。
彼时，在党中央“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
号召下，全国 22 个省区市、55 座城市、727 个
企业大力相助，8 万多各族儿女云集塞外，齐心
协力建包钢，创造了平地起高炉、荒漠变钢城
的人间奇迹，开启了内蒙古工业化的起点，改
变了几千年草原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新
中国的钢铁工业脊梁，谱写了新中国工业发展
史上光辉灿烂的“齐心协力建包钢”历史佳话。

经过 67 年岁月洗礼，包钢在发展壮大进
程中遇到过无数惊涛骇浪、无数艰难坎坷。无
论是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文革”十
年动乱等生死考验，还是 1985 年昆河洪水等
危难关口，都没能打倒这个“钢铁巨人”。“齐心
协力建包钢”是包钢人的精神之源、力量之根，
已深深浸透于肌理、镌刻于骨骼、相融于血脉，
催发着包钢一往无前、奋勇争先。

时光流转，2016 年，包钢发展深陷历史
“极寒”，一场决定命运的“生死大考”陡然摆在

面前。上一年度，包钢身负 83 亿元巨额亏损，
且背负愈千亿元的刚性兑付债务，脆弱的资金
链一触即断。面对巨额亏损、巨额负债的巨大
压力，面对上游原料暴涨和下游市场不振的双
重考验，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已走到濒临
崩溃的边缘。

危难时刻，曾经“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场景
再现。党中央高度关注包钢改革发展。自治
区党委做出“包钢不能倒，包钢要搞好”的重要
指示，自治区《关于推动包钢提质增效转型发
展工作方案》、包头市《关于支持包钢加快发展
的总体方案》等文件相继出台。全区各大金融
机构、国资监管企业紧急施策，通过拆借、借
款、融资、债转股等一系列措施办法，保住包钢
生存的底线。各有关方面纷纷伸出援手，解决
包钢燃眉之急，钢铁行业规模最大的 77.35 亿
元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在包钢成功落地。

此时此刻，“齐心协力建包钢”的红色基因
更是在包钢人血脉里澎湃涌动。包钢新一届
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各族干部职工向死而生、奋

勇自救，一步步渡险滩闯难关，全体包钢人同
舟共济、顽强图存，将数万之力拧成一股绳，硬
是将这艘近乎“搁浅”的巨轮重新拉回高质量
发展的航道，将陷入谷底的企业推向经营发展
业绩的新高度，向党和人民交出勇于担当的合
格答卷。

数据是新时代“齐心协力建包钢”的最好
证明。2016 年至 2021 年 10 月，包钢累计产
钢 8621 万吨，稀土产品折氧化物 44.15 万吨；
营业收入从 381 亿元跃升至预计 1062 亿元，
同比增长 279%，2021 年底力争达到 1200 亿
元；利润总额从-39 亿元跃升至预计 86.6 亿
元，同比增长 365%，2021 年底力争突破百亿
元；上缴税费从 32 亿元跃升至 52 亿元，同比
增加 73%。

五年时间，这一代包钢人用新时代“齐心
协力建包钢”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对地方财税
贡献的历史高点，创造了经营业绩增幅最大、
提升最快的“包钢速度”，在营业收入上再造了

“两个包钢”。

构建现代化新包钢产业发展新格局

立足“十四五”开局新起点，包钢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
决策部署，提出“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打好‘稀土
牌’和‘资源牌’，实施‘绿色化、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提档升级，加快产品技术创新、体制机
制创新、管理手段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员工自
主创新、党建方法创新，做优做强做大钢铁、稀
土两大主业，确定资源及综合利用、物流、煤焦
化工、节能环保、装备及现代服务产业五个新
兴产业”的“12367”发展思路，谋划推进“打造
国内一流企业，开创现代化新包钢建设崭新局
面”的“十四五”战略，开启了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续写“齐心协力建包
钢”荣光的新篇章。

包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改变“挖土卖
土”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的重要指示精神，大
力推进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钢铁产业
倾力打造“稀土钢”品牌，在国内国际重点工程
扬名。在时速最高的京沪高铁线路上，60%的

钢轨产自包钢；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近 80%建筑结构管来自包钢；在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50%的高强结构
管源自包钢。在中俄东线、陕京四线等输气管
道，在“中国天眼”大射电望远镜项目，在一汽、
东风等知名车企，在海信、美的等家电企业，都
有包钢“稀土钢”的足迹。包钢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优质钢材走出国门，在象征国际友
谊的“中老铁路”，包钢提供的 3.8 万吨钢轨全
部铺设于老挝境内；在德国本土大众汽车、埃
及塞得港建设等国际舞台，包钢“稀土钢”名片
熠熠生辉。五年多来，包钢累计出口钢材近
1000 万吨，远销 6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57 个。
包钢肩负龙头企业推动发展我国稀土产

业的使命，在稀土终端应用项目和并购重组上
努力突破。稀土产业以成功收购甘肃稀土为
标志，完成我国北方地区稀土产业的大一统。
成立浙江大学——北方稀土联合研发中心、包
头稀土研究院杭州分院，借助国内一流大学雄

厚科研实力，打造高端创新人才聚集地、重大
原创技术策源地和高技术产业孵化地。5 年投
资 15 亿元以上“上大项目、大上项目”，冶炼分
离技术世界领先，持续推进向稀土功能新材料
产业转型，磁性材料不断扩张，产能产量世界
第一；抛光材料、贮氢材料、发光材料、催化材
料在航空航天、军事国防、医疗卫生、工业、农
业、通讯、新能源及居民生活等众多领域被广
泛应用。

包钢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努力打好“资源
牌”。推进自有矿山深部资源勘探开采，大力
实施含铁岩等低品位自有资源利用，提升含铁
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大力推动资源转化，打
造国内最大的萤石产业、合资建设氟化工产业
基地等设想逐步成为现实。物流产业从无到
有，仅用三年时间实现产值翻番，利润增长三
倍，一跃成为自治区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

与此同时，煤焦化工、节能环保、装备及现
代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成为新包钢

“五朵金花”。

全面深化改革助推企业深水破冰

包钢党委从“齐心协力建包钢”中汲取勇
毅之力，将深化改革作为突破困局、决定企业
命运的关键一招，推进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不断化解风险、冲破围城，以壮士断腕的
勇气全面推进十项改革任务。

面对短板弱项，包钢积极对标中国宝武等
国际一流企业，大力实施“四降两提”工程，五年
来降本增效百亿元以上。全面构建现代化集团
管控模式，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框架基本建立。
做实上市公司，生产运营管理职能下移，形成权
责明确的三级管控体系，提升独立应对市场的
能力。全力压缩组织架构，精简两级机关人员
一半以上，实现企业“瘦身健体”。大力处僵治

困和压缩企业层级，减轻负担增进活力。
包钢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双百行动等多项改革试点，多领域推进混改，
以“混资本”促“改机制”。从物流产业入手，推
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上海先进发达地区企业
合作，引入先进理念和管理，成立包钢钢联物
流公司，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典范。

包钢争做“国企三年改革行动”先行者。
特别是今年，在全区率先推行经营管理团队市
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公开选聘所有经营单
位正副职岗位，激发干部队伍新活力。包钢设
计院在新的领军人带领下，仅用半年合同签订
就达 10 亿元，计划用时三年跻身我国设计界

百强。
向科技创新要效益，厚植技术创新体制机

制沃土，推动科技提级管理和科改示范改革，
大力引进科技投入和院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大幅提高科研项目奖励，加大科研成果转化项
目分红和股权激励力度。刚刚成立不久的北
方稀土瑞泓公司成为自治区国资监管企业中
首家探索科研人员股权激励企业，这里的科研
人员既是科研的能手，也是企业的股东，浑身
充满推动科技发展的新动能。

五年间，包钢勇探改革“深水区”，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绘就新包钢绿色低碳美丽画卷

包钢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红色”包钢更增添了“绿色”发
展的美丽画卷。

翻开《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第 396 页刊登着包钢
拆除 2 号高炉的照片，这是包钢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的
生动写照。五年来，包钢淘汰以 2 号高炉为代表的一大
批环保落后设备和落后产能，以国内先进、环保优秀的
装备取而代之。实施了以 10 座焦炉脱硫脱硝、500 万
吨球团带式焙烧机、总排污水治理等为代表的超低排
放项目，标志包钢进入“超低排放时代”。

包钢坚持“生产经营服从于环境约束，生产组织让
步于环境治理”的原则，遵循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
治理相结合的治污方式，大力推进大气、水、土壤协同
防治，超额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任务，环保指标持
续改善。

全面启动超低排放改造和特别排放限值改造，焦
炉系统提前实现超低排放，稀土冶炼企业废气达到特
别排放限值；发展循环经济，构建“无废园区”，助力包
头市“无废城市”建设；积极推进厂容绿化美化，厂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 47%；主动承担大青山南坡绿化造林和
废弃采坑的生态修复，荣获了“绿色工厂”“清洁生产环
境友好企业”“绿化模范单位”“绿色矿山”等称号，实现
了从弥补环保欠账到环保指标全面向好、绿色发展质
量显著提升的转变，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了包
钢力量。

今年 5 月，包钢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规划研讨会暨
规划目标发布，包钢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第三家、内蒙古
首家企业向全社会郑重发布包钢碳达峰、碳中和发展
规划。

同时，包钢致力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与华为公
司等 10 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中国制造
2025”指导下，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智慧“芯片”，白云
鄂博铁矿实现了全球首个大型运矿汽车无人驾驶；在
高端板材仓库，出现了无人操作运行的奇妙景观；在多
条生产线上，机器人代替人工正被逐步推广。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正在勾画包钢高质量发展的立体风景。

“齐心协力建包钢”，彰显着新时代“包钢为全国，
全国为包钢”使命。2020 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
断，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踊跃捐款捐物，坚守防控一线。
包钢三医院医护人员白衣披甲驰援湖北，捐助的支援
武汉抗疫医院的、价值 1800 万元的驰影 A30 磁共振诊
疗车是内蒙古捐助中单笔价值最大的物资。2021 年
10 月额济纳旗疫情发生后，包钢又捐助 500 万元现金、
60 万元物资。包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对口帮
扶，2016 年以来共计投入帮扶资金与物资约 2100 万
元，书写了守望相助的新篇章。

回溯历史，“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是“齐心协力
建包钢”的生动写照和战略号召；新时代，这个号召赋予
了“齐心协力建包钢”更加丰富的内涵。肩负着党和国家
的殷切嘱托，承载着内蒙古工业长子的使命担当，包钢在
未来“赶考”路上，必定赓续“齐心协力建包钢”红色血脉，
以如椽巨笔擘画国有企业新时代的无上荣光。

““齐心协力建包钢齐心协力建包钢””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包钢重生再造发展纪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包钢重生再造发展纪实

包钢 500 万吨球团带式焙烧机超低排放环保工程。

（本版图片均由白立新提供）

包钢捐助武汉抗疫医院的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驰影 A30磁共振诊疗车。

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实现了大型运矿汽车

无人驾驶。

浙江大学——北方稀土联合研发中
心、包头稀土研究院杭州分院成立。

包钢优质钢材在天津港装船销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耿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