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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
在安阳举办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张晓霞）8月
5日至 6日，第二届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在古都安阳举
办。来自国内近百家、国外三十余家著名康复设备企业
的专家、行业精英和国内外客商等1600多人齐聚安阳，
共谋康复行业发展大计。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康复设备作为重点产业来培育，
不断完善各项支持政策，优化健康产业发展环境，依托
翔宇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着力建设全国最大的康复设
备制造基地、中医诊疗设备制造基地、最全面的康复设
备营销基地、最专业的康复科整体建设管理中心、最前
沿的康复技术培训中心，为建设健康安阳、健康中原、健
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本届国际康复设备博览会以展示企业生产能力、加
强学术交流、共享康复成果为目标，分为康复设备展览、
学术年会、经销商会议等内容，通过专业化的展览会与
学术会紧密结合的模式，以“产、研、展”整个有机体来实
现企业生产、学术研究、设备展览的共赢。

会后，与会人员来到内黄县康复设备产业园进行了
参观。在产业园7000平方米的展馆内，2000多种产品
集体亮相。在设备展出的同时，博览会还下设3个分论
坛，与会国内外专家围绕新技术和新产品，共同探索康
复学科建设与发展之路。8

省级贫困村的高兴事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宋艳丽

汤阴县孟庄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全村 600多户，
2400多口人。该村最近可谓喜事连连，不少村民找到了

“新工作”，而且工作地点就在“家门口。”
8月7日，记者来到孟庄村，走进位于村头的服装缝

纫加工厂，300多平方米的小院豁亮宽敞，只见40台机
器整齐摆放在院内二层小楼的大厅中，“笃笃笃……”缝
纫机踩踏的声音不绝于耳，30多名村民正娴熟地操控
着机器，忙着赶制订单羽绒服。

村民王玉芳是上个月入职的新工人。她的小孩儿
刚满1岁，尚未断奶。而缝纫加工厂是按计件计算工资，
不限制上下班时间，不耽误她照顾小孩子，每个月收入
3000多元钱。

“车间办在村里，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可以照顾
家里的老人小孩儿，每个月3000元钱比去外地挣5000
元钱都强！”王玉芳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高兴地说。

今年66岁的秦歪只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两个儿子
都是残疾人。“年纪大了，外出打工不好找工作。在家里
守着几亩地，日子一直过得挺紧巴的。”秦歪只说，“我现
在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不光可以在合作社打工，而且家
里种地的种子由合作社免费提供，统一收购，价格高于
市场价，光这每亩地就多收入200块钱。”

秦歪只说的“大树”是该村农博伟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该社通过流转土地3000余亩，年收入可达1200余万
元。合作社常年需要工人，对贫困户优先务工。

“合作社高峰期用工每天200余人，平时也在二三十
人，累计发放工资120余万元，都是活结账清。”合作社负
责人申国希说。

为了增加就业渠道，孟庄村通过招大引强、村民自
筹等方式，共开办八家养鸡场、三家养猪厂、三家服装厂
和一家合作社，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优先贫困户务工。

“俺村平均每两个家庭里，就有一个在村里就业，省
级贫困村脱贫有希望了！”村支书蔡东锋说。8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苗红果）8月
5日，地处豫皖交界的国家级贫困县新蔡县棠村镇张老
庄村，安阳师范学院新蔡支教团的志愿者们正在教留守
娃们唱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
追逐我的梦想。”童真的歌声飘荡在村庄上空。

7月底，来自安阳师范学院的 9名志愿者来到新蔡
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他们开设了英语口
语、文学阅读和礼仪、国学、足球等多门留守儿童感兴趣
的课程，为当地近100名学生开展学习帮扶和活动指导，
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为孩子们带来一个丰富多彩、
充实快乐的“缤纷课堂”。

志愿者们结合农村留守儿童缺少亲情关爱的实际
需求，创新课堂模式，多个老师共上一节课，语文课讲脸
谱、美术课画脸谱、手工课做脸谱、音乐课唱脸谱，寓教
于乐，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课堂体验。

针对暑假青少年溺亡事件时有发生的严峻状况，志
愿者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手段，通过召开主题
班会、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防溺亡宣传教育影片、现场
溺水救护演练和开展防溺水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提高
留守儿童的警惕性。

志愿者尹宁已经连续两年参加义务支教活动，她
说：“我们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尽全力教给他们，我们收获
了付出的快乐。他们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开
阔了自己的视野，是一种获得的快乐，我们之间很开心，
我们将会把这项活动一直持续下去。”8

安阳师范学院

志愿者千里去支教

城市中的工厂、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的邻居、京津
冀重点管控的“2+26”城市里的大型钢铁企业……
2017年，刚刚走出生存危机的安钢，又迎来了“史上
最严”的环保高压。

“史上最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接受最严厉的监管、最严厉的监察、最

严厉的排放标准。国家环保部更是明文规定：在每
年的采暖季，“2+26”个城市，无论空气质量好坏钢
铁产能必须限产50%，同时必须执行国家特别排放
限制。

于是，安钢再次开启环保生存大战。
8月 5 日，记者跟随安钢能源环保管理部部

长刘永民，来到安钢厂区在建的环保提升项目之
一——150t 转炉一次除尘改造现场，一座 5 米多
高、形似炮筒的除尘设备已见雏形。刘永民指着旁
边的空地说，还要再建两座这样的设备，该项目采
用国内最先进的干法电除尘技术，对炼钢转炉烟气
进行回收除尘，届时颗粒物排放将低于20毫克/立
方米，远远低于国家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40毫克/
立方米。而这仅是安钢今年上马的六大环保提升
项目之一。

今年3月，安钢提出“绿色发展是安钢生存的条
件”，必须通过提升环保倒逼安钢转型发展，走出一
条企业与城市和谐发展的绿色之路。在资金异常紧
张的情况下，投入近30亿元，启动了烧结机烟气、焦
炉烟气、原料场封闭、大型除尘器改造等多个项目，
以国内外最高标准抓好环保提升改造，置换生产空
间。

刘永民说，环保项目建成后，安钢大气污染
物 将 在 目 前 全 部 达 标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削 减
60%，达到近零排放。“为了生存，安钢瞄准最好
的技术，执行最严格的标准，来换取安阳市的生
存发展。未来，我们还要在花园式工厂的基础上
发展森林工厂……”刘永民表示，安钢正在 24 小
时不停赶工，确保今年年底前所有项目建成投
用。

喜讯再次传来：2017 年上半年，在“两机两
炉 ”、限 产 30% 的 情 况 下 ，安 钢 集 团 实 现 利 润
5000 多万元。进入 7 月份，安钢抢抓市场机遇，
抓重点、补短板，生产经营指标刷新历史记录，实
现利润 3亿多元，创下近年来单月盈利新记录。

企业重生，曙光再现。尽管寒冬还未走远，但我
们看到了钢铁凤凰正在实现涅槃重生，相信不久的
将来，它必会惊艳绝伦。8

相传，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叫做“涅槃”。

盛夏8月，记者在安钢奔走采访，无论是干劲十足的生产现场，还是如火如荼建设中的环保提

标项目，抑或是刚刚告一段落的“四供一业”改革，所见所闻，令人振奋激昂。

作为全省最大的钢铁企业，安钢一如传说中的“凤凰”，经历过浴火的淬炼，正在完成蝶变——

在我省工业战线，安钢集团（以下简称安钢）可是名副
其实的“大腕”。作为河南老牌国企，它曾与双汇集团成为
省内仅有营收过百亿的企业。经过近60年的发展，安钢
成为年产钢能力超过1000万吨的现代化钢铁集团，创造
了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3年盈利的优良业绩。

然而，随着我国钢铁行业“黄金 10年”的结束，2012
年开始，全行业进入“寒冬”，安钢也未能独善其身，首度陷
入亏损。2013年，国内钢材价格一度跌至 1500元/吨的

“白菜价”，销售结算价格不足1.6元/斤，曾经“皇帝女儿不
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2014年2月，安钢召开声势浩大的扭亏增盈誓师动员
大会，正式打响“生存保卫战”。遵循“适应市场、提高效
益”的指导思想，从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到抓好灵活经营，从
强化营销创效实力到坚持低库存运行，再到加快非钢产业
转型升级，安钢全力抓好“稳炼铁、强销售、降成本、促转
型”等重点工作，加快实现由“生产型”向“市场型”的转变。

这场关乎安钢前途命运的保卫战，持续了三年。
“这几年我们与时间赛跑，进行了全方位变革。特别

对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强力推进、强行推进，为安钢生存
发展赢得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安钢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利剑感慨良多。

生存保卫战效果如何？
2014年，安钢生产经营取得了“止血保链”的标志性

成绩；2015年，在钢铁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全行业极为
困难的形势下，安钢生产经营总体稳定，基本做到了不减
产、不减人、不减薪；2016年，安钢一举实现扭亏为盈，实
现利润1.1亿元，取得了生存保卫战的重大阶段性成果。

这些，正是对生存保卫战成果最有力的说明。
而业内人士表示，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中国实体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安钢能平稳生存下来，实属
不易。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王辉

没有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对安钢来说，这场生存保卫
战不仅是对外来危机的奋力抵御，更是一次自我升华和修炼。

8月5日，安钢炼铁厂一烧车间生产正忙，操作室内几
名运行工紧盯电脑屏幕，时时监控指标变动情况。工段长
朱州刚从现场点检归来，今年，朱州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即
2号高炉系统四位一体降本小组成员。

他告诉记者，该系统包括2号高炉、1号烧结机、6米焦
炉和1号原料场，原本这是四个独立车间，如今他们成为

“一家人”，由“各自为战”转变为“协同作战”。
一烧车间主任刘宏伟更是坦言，“过去烧结矿出现质

量波动需要调整参数时，我们首先考虑如何对车间指标有
利，现在则更多地考虑调节后高炉是否适应。”

今年年初，安钢在铁前系统推行“四位一体”管控模式，
按照三条产线，划分为三个系统，每个系统涵盖高炉、烧结
机、焦炉、原料厂四个工序，打破以往生产工序的藩篱，实行高
度一体化，不再过分注重个别工序、个别原料产品的成本等指
标，不计较成本上“一城一池的得失”，一切生产组织和协调，
均以生铁成本最低为目标，实现了全流程的标准化管控。

安钢炼铁厂厂长魏群向记者介绍，每个系统由该厂一名
技术副厂长负责，对整条产线进行统一管理。各系统每周召
开一次协调会，每月按产线效益进行绩效考核，职工奖金打
破厂与厂之间的限制，严格按照高炉主要技术指标分配。

像“四位一体”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而适时进行的流程
再造，是安钢解危脱困时期的重要法宝。

其实，早在 2014年，安钢就开始大力推行“板块+专
题”模式，确立了铁前板块、钢后板块和非钢板块，同时设
立14个非常设专题机构。此模式一经推广，效果立现。

以铁前板块为例，中心任务是“稳产、高产、低成本”。
铁前各单位以高炉为中心，从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配矿试
验、高炉操作等各环节系统发力，合力攻关，实现了高炉生
产稳定持续向好，生铁成本较2013年投产之初降低100
元左右，仅此一项，2016年为安钢减少费用支出8亿多元。

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安钢对“板块+专题”运行模式进
行调整，将非常设机构由14个调整为12个，对已见成效
的“三大工程”“三大合作”不再设为专题，调整设立了控制
外委支出及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资本运作、能源综合利用
降本增效、钢后灵活经营创效、高效产品市场开拓等“九大
专题”，应对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

供给侧改革，目的在于清除落后产能，规范市场秩序，
为优势企业、先进产能打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平台。安
钢清醒认识到，要想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唯有苦练内
功，强筋壮骨，才能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一季度，安钢 1550mm冷轧工程三大机组全线
贯通，形成综合配套生产能力。“冷轧作为安钢调结构、促
转型的重点工程，将结束我省高端家电板、汽车结构用钢
等产品主要依靠外省企业的历史，对安钢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李利剑
说。

6月份，安钢承接了郑煤机集团8000多吨全球最大液
压支架用高强板高效订单，并提前半个月生产完成。至
此，安钢不仅一举跨入高强钢高端市场，实现了由“普钢”
向“优钢”转型，也为安钢在实施技术创新的道路上交出完
美答卷。

“今年我们提出了‘创新驱动、品质领先、提质增效、转
型发展’的‘十三五’总体战略，在不增加产能规模的基础
上，打造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三条精品板材线’，全力推
进产品迈向‘中高端’，力争把安钢建设成为位居我国钢铁
行业第一方阵的现代化钢铁强企。”安钢集团公司总经理
刘润生说。

全面提升竞争力，企业“瘦身”也是必要条件。乘着我
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东风，安钢加快改革的步伐，聚焦
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等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各项改革引向深入。

8月5日，记者来到安钢四生活区居民洪艳家中，她高
兴地为记者展示新安装的天然气设备。“原来做饭用的是
企业自产煤气，现在‘四供一业’改造完成后，换上了天然
气，不仅做饭比以前快了，还不黑锅底。”

截至6月底，安钢剥离办社会职能全面完成，大部分
领域提前落地，燃气、供电、供水、供暖维修改造完成率均
达到100%，物业实现提前移交，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平
稳交接，社区管理、消防机构移交双双落地，“瘦身”后的安
钢将轻装上阵、铿锵前行。

针对冗员过多、负担过重问题，安钢还打出了人力资
源优化配置“组合拳”。引导钢铁主业富余人员向非钢产
业有序转移；大力压缩“三外”用工，近两年取消外委用工
9000多人，减少外委费用支出3.93亿元；坚持“自己的事
情自己干”，2016年减少设备制作、修复、维保等业务费用
1.58亿元；分配制度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对营销人员
实行“底薪+提成”考核，技术人员实行技术项目承包工资
制；奖金适度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充分调动了职工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安钢集团：期待“涅槃重生”

“四位一体”再造生产新流程
“板块+专题”日臻成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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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提升定位高端
钢铁巨人瘦身强体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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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项目接连上马
森林工厂指日可待突围

4

火红青春 杨志浩 摄

安钢冷轧产品库 殷海民 摄

炼铁高炉 殷海民 摄

安钢蓝 吴玉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