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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钢和特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招商大会举行
（上接第一版）他说，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强调“制
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提出

“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
环”。 省委坚持把制造业振兴作
为产业转型的主攻方向，特别是
对太原提出要在加快转型发展、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更好发挥
引领带动作用。如今的太原多重
战略机遇交汇叠加，各种优势在
集成、资源在集中、动力在集聚，
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其兴可待。
工业是太原的脊梁，工业强则太
原强，工业兴则太原兴。当前，太
原正在大力实施工业高质量发展

“百千万亿”工程，强龙头、延链
条、建集群，全力打造特种金属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化工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
基新材料等六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真诚欢迎大家把投资目光聚
焦太原，把产业项目布局太原，把
更多资源引入太原，通过延链补
链强链抱团发展，在制造强国建
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太原将加快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着力打造

“三无”“三可”营商环境，让大家
在并发展如鱼得水、蒸蒸日上。

盛更红在致辞中感谢山西省
委省政府和太原市委市政府对太
钢工作的指导支持，感谢产业链
合作伙伴长期以来给予太钢的支
持和厚爱。他说，实施全产业链
培育工程、推行产业链链长制，是
山西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能级作
出的重大部署。作为山西省特钢

材料产业链链主企业和太原市特
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链主企业，
太钢集团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
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快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按照“强龙头、延
链条、建集群”的发展思路，落实
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部署，
加快建设高端精品钢铁材料研发
制造基地，着力打造全球不锈钢
原创技术策源地，增加特钢产品
在当地的消纳量，以“一企带一
链，一链成一片”，带动省、市特钢
材料产业集群集聚式发展。期
间，围绕延链补链强链，太钢与产
业链合作伙伴有着广阔的共赢合
作空间。太钢诚邀产业链伙伴来
晋投资，与太钢协同融合发展，共
赢未来。

会前，韦韬会见了重点企业
代表。会上，太钢集团介绍了企
业情况以及太钢未来招商引资的
方向和政策，山西省投资促进局
作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政策推
介，尖草坪区介绍了产业链支持
政策，5个招商引资意向协议和5
个战略合作协议现场签约。

近年来，在中国宝武和省、
市、区三级政府的关心指导下，太
钢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
动作用，从产业链上中下游，与链
上企业共同谋划跨界面、跨空间、
跨产业的融合，实现共建、共赢、
共享。在产业链上游，一方面，太
钢加快铁矿山及辅料矿山可持续
发展项目建设，加强山西及周边
区域矿业生态圈建设，持续提升
矿山生产能力和效率，为钢铁主
业发展提供坚实资源保障。另一

方面，太钢加速国际化进程，加快
推进海外资源项目落地实施，夯
实铬、镍资源安全保障基础。在
产业链中游，太钢聚焦成本、效
率、活力开展对标找差和创新工
作，对产线实施添平补齐，加大高
精尖特产品研发力度，打造产品差
异化竞争新优势。目前，太钢已形
成以不锈钢、精密带钢、冷轧硅钢、
高强韧系列钢材为主，涵盖板、管、
型、线、带、箔在内的高效节能长寿
型特钢产品集群。在产业链下游，
太钢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交通
运输、建筑装饰、民品深加工五大
下游应用领域，依托太钢特钢产
品的品种、品质、品牌“三品”优
势，锚定加工服务和产品制造两
个方向，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打
造有竞争力的山西特钢和特种金
属新材料产业链。去年 5月以
来，在省工信厅的具体指导支持
下，太钢与太重等多家企业合作
推进建筑用不锈钢的开发与应用
推广，与中车太原公司合作全球首
发运煤专用敞车用高强耐蚀不锈
钢复合材料，与山西交控集团合作
国内首发高速公路护栏用经济型
不锈钢等，打造高质量特钢材料产
业链和生态圈迈出坚实步伐。

山西省委省政府、太原市委
市政府及草坪区区委区政府对特
钢和特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建设
高度重视，深度聚焦新材料产业、
聚焦制造业，全力打造“三无三
可”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政策工
具，出台诸多配套政策和措施，深
化了“区企联合”，为产业集群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上接第一版）会场内气氛热烈，企业
家们踊跃发言，介绍自身发展情况，分析行
业发展趋势，反映遇到的困难、表达诉求以
及下一步打算，并就优化企业服务、促进产
业发展、构建良好生态等提出了宝贵意见
建议。

闫林重点介绍了山西省支持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政策。他说，山西省工信厅将继续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部署，强化企业在
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太
钢集团作为链主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引导企业对涉及产
业链发展短板和共性基础的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
础等开展技术攻关，为山西转型发展作出新
贡献。

盛更红表示，特钢和特种金属新材料产
业链的建设既要站在每个企业、企业链主的
角度，也要站在区、省市、全国、甚至“一带一
路”的角度，兼顾个体和集体、当前和长远的
利益，需要大家共同、长期努力。作为特钢
和特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链主，太钢集团要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特钢和特种金
属新材料产业延链建群；要强链补链，强身
健体，上项目、增后劲，努力使链上企业互为
用户，以产业链建设成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做好服务，给予链上企业更多优惠政
策，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希望链
上企业继续支持和信任太钢，加强交流沟通，
共同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刘锦春表示，构建完整系统的特钢和特
种金属新材料产业链是落实山西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的具体实践。受邀企业提出
的指导意见专业精准，对推动特钢和特种金
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当前，尖草坪区正锚定全力打造太原市
重要增长极目标任务，全力用好“三张牌”、
当好“店小二”，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后发优
势明显，希望各企业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
精读尖草坪、借势尖草坪、扎根尖草坪，做优
企业、做强产业，加快实现集群发展、融合发
展、一体发展，共建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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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压倒一切，安全决定
成败，安全这根弦不能松。”前
不久，太钢炼铁厂三烧作业区
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提出“每
一天都是安全竞赛”的口号，要
求全作业区职工始终保持安全
管理的强势态势，不断强化安
全意识，推进安全生产发展。

针对少数职工出现抓安全
工作“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
作业区利用橱窗、板报、微信
群、简报等载体，推广基层单位
抓安全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

法，营造抓安全浓厚氛围，采取
定期检查、随机巡查、集中通报
的方式，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立
起“守牢安全底线、抓实安全工
作”的鲜明导向，常态化开展

“我身边的隐患有哪些”群众性
大讨论，强化职工安全意识。
为引导职工树牢“安全工作没
有终点”的思想，他们通过观摩
交流，提高各级各类职工抓安
建安能力，强化职工忧患意识，
促进安全工作常态落实，保证
安全工作落地见效。

作业区在安全教育中利
用亲情抓安全，让所有职工把
爱人、孩子或父母的出生年月
作为自己的安全密码，在每天
的班前会安全宣誓中面对写
有“发生一起事故，就要伤父
母、妻子、孩子三代人的心”的
条幅和“全家福”照片，在班组
长的提问下，说出自己的安全
密码，时刻把亲人的期盼、嘱
咐牢记心中，在作业区范围内
营造带着感情抓安全的良好
氛围。

每一天都是安全竞赛
通讯员 张 平

“安全意识淡薄、措施
执行不落实、监护管理不
到位……”连日来，太钢职
工教育培训平台开展的系
列安全专项培训中事故案
例触目惊心，原因剖析发
人深省。学习之余，笔者
感触颇深，在这里浅谈几
点体会。

安全生产需要企业的
责任心。需要企业建设安
全合规的生产设施；配备
完好达标的设备；配置合
格有效的劳保防护用品；
坚决贯彻执行“牢固树立
安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
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
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
全为代价这条红线……”
的重要精神，从硬实力上
创造安全生产环境及条
件，为安全生产筑起第一
道防线。

安全生产需要员工的
责任心。需要我们的员工
对安全拥有一颗敬畏之
心。认真参加安全教育培
训，树立安全第一的意
识，提升自保互保能力；
熟练掌握岗位操作技能，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杜绝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把
我要安全、我能安全、我
会安全理念不折不扣落实
到执行中，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为安全生产
筑起第二道防线。

安全生产需要监管部
门的责任心。需要主管部
门和人员胸怀“生命重于
泰山”的责任感去知责履
职，建立有效的管理体
系；练就发现隐患的“火
眼金睛”；拥有查处问题
的铁石心肠；监管到位，
管控到位。用良好的专业
能力为安全生产筑起第三
道防线。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安全生产，任重道远。让
我们众志成城，共筑安全
防线，守护美好生活。

工工 话话话 全全
职职 安安

安全生产，从“心”做起
闫慧娟

近日，太钢东山
矿成品作业区推行

“手指口述”安全确
认卡和操作口诀，在
员工熟记口诀的基
础上，在管理人员的
指导下，熟练执行操
作口诀，每个人都能
做到用手指向，用口
叙述，通过肢体和语
言的配合达到规范
操作的目的。图为
安全员指导现场上
下楼梯“手指口述”
安全确认。

柳太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