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准改革方向 明确改革路径

——坚持改革的政策性。坚持党的建设与企业改革
同步谋划、党的组织与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
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全面实现
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使党的领导、党
的建设在企业改革中不断得到体现和加强，有效保证了改
革不走偏、不走样。

——坚持改革的系统性。上下呼应，加强顶层设计与
尊重基层首创相结合，统筹规划；点面结合，试点先行与全
面推开相结合，从解决困扰企业发展最紧迫的问题入手，
坚持以点带面、重点突破；配套跟进，推动战略、人力、资
金、项目、制度等保障措施同步发力，既实现了“胆子大”，
又保证“步子稳”。

——坚持改革的独创性。始终坚持从企业具体实际
出发，创造性提出改革举措。针对企业“四高两低”问题，
创新实施“四降两提”工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结合
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创新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
型”，大力发展稀土钢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发挥企业资源优
势、区位优势，创新提出打好“稀土牌”和“资源牌”，有力地
推动了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此外，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
革、市场化改革、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都走出独具包钢特
色的改革道路。

——坚持改革的连续性。一方面，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精神，咬定重点改革事项不放松。另一方面，不断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动改革走深走实不停歇。

融入改革大潮 强化改革力度

——“四降两提”创新改。聚焦“财务成本高、制造成
本高、物流成本高、人工成本高、资产运营效率低、工作效
率低”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四降
两提”应对之策。实施成本网格化管理，形成“全员参与、
全岗位覆盖”的良好局面。坚持靶向攻关，在提质量、降成
本、增效益上下功夫，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造血”能力；优
化机构设置和用工结构，压缩管理层级及低效无效人工成
本。完善各类法人治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协调运转、有
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投资管理，扁平高效化
管理参股公司，开展总部机关化专项治理和对标一流企业
管理提升行动，推动企业管理、作风、效率、人员素质得到
系统优化，工作效率实现大幅提升。完成首批市场化债转
股 77.35 亿元资金到位，集团总部以及板块合计下放权力
150余项。

——“三项制度”大胆改。啃硬骨头，动态调整组织架
构和岗位定员，推动集团机关部门精简 50%、基层单位机
构精简 13%、在岗职工减少 24.17%、厂处职干部减少
28%，两级机关人员减少 41%，实现了人力资源结构的整
体优化。

在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全面推开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
理。2021年，在上一年度试点工作基础上，对53个正职岗
位、178个副职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才引贤，试点推行职业
经理人制度，与 100家控股子企业经理层签订了契约化经
营责任书，科学合理、富有挑战设置契约化指标，实现干部

“身份重塑”，彻底打破“铁交椅”“内循环”“大锅饭”。

薪酬分配全面突出市场化。打破看身份看职级的旧
观念，建立看岗位看贡献的新观念，员工月收入波动达到
10%以上，中层薪酬差距最高达到近 8 倍，从根源上解决
了“干与不干一个样”。构建市场化的用工体系，推行“劳
动合同+岗位合同”管理模式，以劳动合同保障职工合法权
益，以岗位合同解决“能上能下”问题。推进管理人员竞聘
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2016 年以来通过考核评
价、不胜任岗位等退出1500余人。

——“瘦身健体”全面改。建立劣质企业退出机制，对
内部活力不足、竞争能力不强、发展前景不明的企业有序
退出。对僵尸企业和亏损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
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完成8家“僵尸企业”处置，涉
及资产 15 亿元，安置职工 534 人，解决各类债务及欠费
5400万元，推动资产盘活止损。将压减工作与产业整合、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紧密结合，
2018 年以来，累计减少法人户数 99 家，占比 38%；压缩管
理层级 26 家。加大低效无效资产和闲置产线治理力度，
2016 年以来，通过市场化产权交易平台公开处置闲置资
产 402 项，资产增值 3297 万元。推进 59 条闲置产线通过
报废、盘活、租赁等方式处置，盘活资产价值 4.95 亿元，其
中报废处置 35 条产线，回收资金 5018 万元。在全力保证
剥离机构和人员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相继完成了多项企业
办社会职能的剥离，累计移交机构28个，移交员工近5200
人、退休人员6.2万人，移交资产总额24亿元以上。

——“对标一流”加快改。以中国宝武为对标对象，全
面部署实施“对标宝武能力提升系统工程”，全方位、全系
统、全领域进行深入对标，确定 40 项对标任务（指标），细
化 67 项工作措施，力求通过对标中国宝武全面提升发展
效能和效益。在此基础上，在钢管产业、焦油深加工、金
融、信息化、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与中国宝武开展全面对
接合作，有力地提升了企业管理能力和发展水平。

——“以混促改”深入改。2016 年以来，包钢共引入
非公资本 15.77 亿元，目前 202 家控参股公司中混合所有
制企业 138 家，占比达 68%以上，全面提升了企业影响力
和竞争力。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按照“宜混尽
混”“已混深混”原则，凡属不影响核心生产线的所有投资
建设项目，原则上都要引入具有高度匹配性和协同作用的
战略投资者，重点在新上项目、新建公司、矿产资源开发、
物流贸易、煤焦化工、环保节能等领域，积极稳妥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全面放大国有资本效能。

——“依法治企”系统改。持续健全依法治理体系、规
章制度体系、合规管理体系，提升法治工作引领支撑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发挥巡视巡察审计的监督作用，加强过程
监督，推动问题整改，严肃追责问责，全面增强干部职工的
法治意识、规矩意识。对大额资金、控参股公司经营、投资
资金等进行全覆盖动态监控，推动购销领域实行“三个百
分百”（百分之百信息公开透明、百分之百线上平台招标、
百分之百合规合法），努力实现“治理完善、管理规范、经营
合规、守法诚信”的法治企业建设目标。

夯实改革根基 汇聚改革力量

包钢拥有 638个基层党组织、2万多名党员，这是全面
深化改革最大、最核心的政治优势。近年来，包钢党委坚
持党建引领，抓牢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思想

优势、组织优势和作风优势，有力保障了改革稳步推进。
——政治“加”固，凝聚共识推改革。全面强化政治学

习和改革理论学习，特别是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
弘扬“齐心协力建包钢”奋斗精神，创新开展“保持工人阶
级本色”专题教育，明确“包钢好工人”的五条标准，连续三
年评选出 600多名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包钢好工人”，引
导干部职工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改革先锋。

——思想“减”压，稳定队伍促改革。始终将广大职工
群众作为推动改革的主体力量。注重在改革中坚持思想
政治工作先行，创新开展“四必清、五必谈、六必访”思想政
治工作法。常态化开展“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
的“三问”活动，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长效化、
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三年规划等，让职工切实感到改革带来
的实惠。

——组织“乘”效，立足岗位抓改革。树立党的一切工
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全面推进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千方百计促改革。

——作风“除”尘，严明纪律保改革。公司班子带头践
行“约法三章”，大力倡导“高效、务实、简约、透明、合规”治
厂新作风，坚决整治改革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坚决整治改革中发现的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
题，营造有力改革大气候。

注重改革实效 加快改革步伐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雷霆之力，实现了“四突破两增
强两好转”，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

——思想观念的新突破。改革是决定企业兴衰成败
的关键一招，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普遍共识。必须走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牢固树立
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理念。在岗职工收入 2016年以来累
计增长 62%，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空前高涨，思想观念
和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经营业绩的新突破。2021年包钢成为内蒙古自
治区首家收入超千亿元企业，利润首次超百亿元，完成了
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突破，企业的经营业绩达到前所未
有的新高度。2021年，营业收入比 2016年增长 231%；利
润在 2017 年实现扭亏为盈的基础上，比 2017 年增长
1537%；上缴税费比 2016 年增长 121%；实物劳动生产率

（人均产钢量）比 2016 年增长 80%；资产负债率由近 80%
降至2021年的63.21%。

——竞争实力的新突破。2021 年，企业资产总额达
到近 2100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25%；主要产品产量大幅
提升，钢产量比 2016 年增长 34%，稀土折氧化物产量比
2016 年增长 156%，高效益产品比例显著提升，销售利润
率由 2016年的—10.26%提高到 2021年的 8.22%，企业的
竞争实力显著提升。

——产业结构的新突破。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国有资
本布局的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
型，形成钢铁、稀土两大主业和资源及综合利用、物流、煤
焦化工、节能环保、装备及现代服务等五个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稀土产业收入规模比 2016年增长
五倍，物流产业整合优化发展形成超 100 亿元的收入规
模，孵化孕育了世界最大的萤石产业基地，企业的发展格
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管理水平显著增强。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企业管
理体制机制发生了许多开创性、深层次的变化，建立起更
加市场化的灵活运行机制，企业治理体系和能力达到新水
平。2019年—2021年，通过实施“四降两提”工程，包钢累
计降低各类成本 90 亿元左右，多项创新成果获全国行业
特等、一等奖。权责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资产运营
体系等管理体系全面完善，干部职工作风和效率系统优
化，企业管理的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运行运转更加高效务
实。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创新型企业建设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资金困难的形
势下优先保障科研资金，大幅提高科研成果奖励额度和力
度，集团研发投入强度总体达到 3%，累计投入 5267 万元
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研单位和个人，推行揭榜挂帅、双契
约、科改示范行动、科研项目转化股权激励等改革，稀土钢
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创历史最高水平，稀土合金、钕铁
硼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成效明显，萤石等白云鄂博资源综
合利用加快突破，有力地支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全面好转。通过深化改革，努力摆脱了
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牢固树立“生产经营服从于环境约
束，生产组织让步于环境治理”的绿色发展理念，投资 150
亿元以上加快结构调整、推广环保技术、实施节能减排项
目、淘汰落后装备，特别是通过主动拆除2号高炉及其配套
设施等重点措施，吨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
物排放2021年分别比2016年减少43.8%、43.5%、33.3%；
超前谋划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向全社会发布双碳目标，实施
能耗“双控”项目，探索出一条从粗放高碳型到绿色低碳型
的绿色发展道路。

——政治生态根本好转。通过深化改革，从健全制度、
规范管理、堵塞漏洞入手，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影响企业
生产经营的隐蔽性、系统性问题，特别是紧盯重点领域和

“关键少数”，开展专项整治，企业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四五”时期，包钢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赓续齐心协力建包钢红色血脉，以
改革为动力，跨越新时代的“娄山关”“腊子口”，努力实现
营收翻番，向着世界500强企业坚定进发。

从巨亏到成为自治区首家收入超千亿元企业，利润首次超百亿元，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
历史性突破，企业的经营业绩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包钢通过混改构建现代化物流产业包钢通过混改构建现代化物流产业。。
包钢柔性引进浙江大学教授严密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包钢柔性引进浙江大学教授严密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稀土研究院院长稀土研究院院长。。中国最大的稀土龙头企业中国最大的稀土龙头企业———北方稀土—北方稀土。。

□吕学先

2021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齐心协力建包钢”短短七

个字，唤醒了几代人对包钢这个 68 年老国企的火红记忆，为新时代包钢人注入了改革发展的巨
大信心动力。

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 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包钢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化而生，既赶上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荣耀”，也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改革的“阵痛”。
2016 年以来，面对巨额亏损、巨额债务、巨额刚性兑付等多重压力，包钢坚定不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打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攻坚战，通过不懈努力，使企业从
濒临崩溃的破产边缘回到良性发展轨道，实现了扭亏脱困再到发展登高的重大飞跃，创造了新
时期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包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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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与宝钢股份签署结对协作协议和钢管产业委托管理协议包钢与宝钢股份签署结对协作协议和钢管产业委托管理协议。。

包钢进行任期制契约化改革包钢进行任期制契约化改革。。包钢包钢（（集团集团））公司公司。。

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包钢：：：：：：：：：：：：：：：：：：：：：：：：：：：：：：：：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大改革渡大难关迎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