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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5 月 1 日上午，河南省民营企业家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回信座谈

会在郑州召开。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工商联

主席梁静主持会议，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德才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的十九大代表、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

记、总裁薛荣现场发言。

薛荣说，3 月 3 日，她带领的圆方集团党

员突击队在湖北十堰人民医院奋战近一个月

后平安归来，在接受医学隔离期间，她突然萌

生了把心里话给总书记说说的想法，于是代

表圆方集团 6 万普通职工给总书记汇报了他

们坚守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抗疫的情况，也表

达了他们共担责任、共克时艰的决心。

薛荣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给所

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全体劳动者的肯定和

鼓励。她表示，请总书记放心，圆方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一定牢记嘱托，不辱使命，在平凡岗

位上续写更出彩的故事。

薛荣说，这次抗疫战斗中，圆方集团有

16000 名员工为 126 家医院提供物业服务，而

且大部分是新冠肺炎病毒定点医院。她本人也

带领着圆方第三批党员突击队前往湖北十堰

人民医院支援。“我们的员工要走进最危险的

岗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有 4000人次走

进了隔离病区，真的特别不容易。医务人员是

英雄，我们的保洁员、保安、物业人员这些最平

凡、最一线的劳动者也都是英雄。我很为他们

感到骄傲，就特别想向总书记报告一下。”

梁静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商会和广大

民营企业家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精神，讲好圆方故事，讲好民营企业家抗

“疫”故事，讲好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故

事，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增强民营企业斗志，

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李德才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圆方

集团所有职工表示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他

说，总书记的回信，表达了对民营企业的真挚

关爱和殷切期盼，必将鼓舞广大民营企业坚

定信心、保持锐气、抢抓机遇把企业发展好，

把就业保障好，把社会责任履行好，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新的力量。

李德才强调，一要尽快组织安排全省各级

工商联、商会组织深入持久学习总书记给圆方

集团回信所表达的关爱鼓励期盼和各项要求，

把精神力量转化为促进企业复产复工的巨大

动能、扎实行动；二是全省各级工商联要迅速

推动广大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真

学习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深刻理解总书记回信

的丰富内涵和殷切期望，认真学习圆方集团关

键时刻家国与共、不怕牺牲、报效社会的高尚

境界，学习圆方集团攻坚克难、勇于拼搏、愿赴

国难、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学习圆方集团关

爱员工、率先复工、稳定就业、保障服务的企业

情怀，学习圆方集团政治引领、党建聚力、担当

进取、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

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尧 郑州市工商联主

席尧河南康利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院总书记的

回信，是对在疫情中做出贡献的以薛荣为代

表的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充分肯定。在疫情取

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面对因疫情带来的困

境，全省民营企业如何快速复工复产、达产达

效，为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再作新的贡献，我

认为，我们要以薛荣为楷模和榜样，以 5 月 1
日作为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程，向圆方集团

学习，把自己企业的党建做好，真正实现党建

就是生产力。

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尧 郑州海龙实业集

团尧开封城摞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院听
闻习近平总书记给圆方集团回信，最大的感

触就是，坚定信心，踏实工作，发展企业。总书

记的回信是后疫情时期给民营企业家的一剂

兴奋剂、一场及时雨、一个加油站。经历疫情，

我们更加感恩党、感恩国家，更加坚定办好企

业、回报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尧 郑州润嘉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剑院 总书记给圆方集团的回

信，让我备受鼓舞。总书记讲，伟大出自平凡，

英雄来自人民。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

者精神、企业家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企

业做好。

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尧 好想你枣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石聚领院有三点体会，一是总

书记对民营企业在疫情中的大爱给予了肯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专门报道圆方集团，让大

家充分感受到了总书记对民营企业的认可。二

是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党建的认可。圆方集团是

民营企业党建的楷模，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标

杆、典范，我们要加强学习。三是总书记对劳动

人民的肯定。总书记的回信提到了环卫、快递

等多个行业，总书记始终和劳动人民在一起。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回信精

神，扎扎实实搞好企业，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尧 河南省副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庆云院 民营企业不仅是经济

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民营企业勇于担当、肩负重任，充分彰显

了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圆方集团的

肯定，更是对广大民营企业的肯定和鼓励。

河南省总商会副会长尧 河南博雅彩印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永彬院有三点感受，一要学习

薛荣书记和圆方集团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

志；二要学习薛荣书记和圆方集团艰苦创业、

艰苦奋斗的精神；三要学习薛荣书记和圆方

集团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精神。下一步要认

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学习圆方集

团的先进经验，以此激发我们干事创业的奋

斗精神，同时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在平凡的岗位

上争取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河南省非公有制青年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王鹏院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在疫情期间，勇于

担当，也扛起了抗“疫”大旗。总书记的回信使

我们备受鼓舞和激励。我们将认真学习总书记

回信精神，学习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奉献精

神、斗争精神、无畏精神、牺牲精神，冲锋在前，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河南省川渝商会党支部书记王开凡院看
到总书记给圆方集团回信，我们备受鼓舞。下

一步，一是要学习好，把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学

深悟透。二是宣传好，在商会大力弘扬劳动者

精神，引导广大会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

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三

是落实好，引导商会广大会员企业克服困难，

加快复工复产，为抗“疫”工作和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积极努力。

■ 张红梅 魏少青 韩建军

牵手阿里云，建成全国水泥行业首个“工

业大脑”，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推动企

业生产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产业，让建房子如同搭积木，实现由

内向外、由依托煤向摆脱煤的华丽转身；无车

承运打造“货运版的滴滴打车”，10 万辆车引

发产业链矩阵……

在山东能源淄矿集团走一走，便可了解

到多个产业赋能的成功案例。

受疫情防控影响，今年复工复产初期，淄

矿东华水泥公司部分人员不能到岗。该公司

仅用 1/3 员工就保证了生产系统安稳运行，

成为工信部复产督导组推介的典型案例。

“‘工业大脑’智能控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数据技术显示了威力。”东华水泥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李庆文表示。

全国水泥产能过剩严重，水泥企业顶着

“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帽子，时常面

临被限产关停的尴尬处境。物联网大数据能

否为水泥工业另辟蹊径，助力水泥行业转型

升级，实现绿色生产和高质量发展？

淄矿东华水泥携手阿里云组成水泥“工

业大脑”研发团队，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实施

智慧生产流程再造，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探索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重塑企业竞争力，

同时化解行业之困。依托阿里云技术平台，他

们建设云计算中心、工业大脑、业务应用层三

个模块，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打通数据

孤岛，助力节能减排，推动企业生产从自动化

向智能化转变。

“工业大脑”一经上线就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和应用价值，提品质、降能耗，不断刷新

纪录。项目运行近两年来，企业可比熟料综合

煤耗和可比熟料综合电耗分别比国家标准降

低 8.34 千克/吨和 7.39 度/吨，节煤节电减排

产生的新增利润接近于东华水泥公司 2017
年全年利润总和。此举，为全省水泥行业转型

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

“淄矿集团在打造高质量发展‘旗帜’的

奋进之路上，借助新业态赋能传统产业，力争

转调发展持续精进。”淄矿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朱立新说。

因“煤”而生，依“煤”而存的淄矿方大公

司几十年为矿井建设服务。如今，淄博矿区无

一两煤可采，他们如何赋能产业，走出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转型之路？进军装配式建筑产业

便是他们的良策之一。

“装配式建筑具有抗震性能好、建设周期

短、空间布局活、整体自重轻、施工能耗低等

八大优势，发展前景可观。”方大公司副总经

理王国容介绍。依靠 65 年建设施工的优势，

方大公司与在钢结构装配式行业已有成熟经

验的杭萧钢构公司强强联手，合作成立了山

东方大杭萧钢构科技有限公司，建成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成为绿色建筑产业化的推动

者和全产业链服务商。

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产钢管束构件 12万

吨、钢梁钢柱 4 万吨、钢筋桁架楼承板 200 万

平方米和新型墙材板材 600 万平方米，满足

200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需求，实现年产值

50亿元，并带动钢材、机加工、物流运输等多个

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目前， 咱紧转 P2暂

红豆集团职工
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总书记回信精神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郑州圆方集

团全体职工回信，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弘扬劳

动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在平凡岗位上叙写不

平凡的故事，总书记的回信引发 3 万名红豆

集团职工强烈共鸣。

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兼 CEO
周海江表示，红豆集团是全国产改唯一民企，

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是红豆集团最为鲜明

的政治品格。国家有号召，红豆即响应！国家

和人民最需要什么，红豆就做什么！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红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支

援抗疫应急小组，党员干部们挺身而出，带头

赶赴生产一线，克服各种困难，连夜改造生产

线，购置生产设备，加班加点生产防护服、隔

离衣、口罩等紧缺防疫物资。红豆集团生产的

大批防护服、隔离衣、口罩被送往湖北与武汉

的抗疫一线的医护手中，为保护医护生命安

全、帮助湖北抗疫发挥保障作用，受到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

资保障组的感谢，称赞红豆是当之无愧的抗

击疫情“军工厂”。

全国劳动模范候选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江苏省首席技师、

红豆衬衫厂技术科科长郭军伟激动地说，“习

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伟大出自平凡、英

雄来自人民’，这是对我们职工最大的关心、

关怀和关爱，作为劳动模范、技术能手，我是

企业大学的培训师，也是‘郭军伟技能大师工

作室’的带头人，通过‘师带徒’我已经培养了

20 多名技术尖子，追求技术无止境，我将立

足岗位，把工匠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为企

业培养更多‘工匠’人才。”

“总书记的回信使我感到莫大鼓舞。”正

在红豆防护服车间工作的秦军告诉记者，自

2 月 1 日晚完成防护服生产线改造后，车间

连续奋战生产防护服，支援国家抗击疫情，今

天是“五一”劳动节，但职工都坚守岗位，赶制

防护服。秦军是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技术能

手、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据悉，2 月 5 日，红豆生产的第一批 1000
件一般防护服下线。2 月 17 日，红豆集团第

一批 20 万件一次性医用隔离衣顺利完成，2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将 22 万件支

援武汉医护人员“战衣”的制造任务交给红豆

集团，其中 3.8 万件必须 24 小时之内完成，

红豆集团坚定不移地接下重任，争分夺秒、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2 月 11 日，红豆集团

开始转产日常防护型口罩。目前，红豆集团口

罩日产量达 300 万只。

在红豆口罩车间，红豆西服厂，红豆衬衫

厂，红豆外贸厂，红豆通用轮胎厂……“五一”

有许多红豆职工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他们用

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总书记回信精

神，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风采。 (红轩)

筲建立供应链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筲打通债券融资“肠梗阻”筲助推应收账款融资 筲撬动动产融资

河南省民营企业家热议习近平总书记
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回信

荫河南省民营企业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职工回信座谈会现场

荫党的十九大代表、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薛荣

荫红豆医用口罩生产线

产业赋能的“淄矿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