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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中铁四局集团第六届企业文化节在合肥
中铁四局文化宫开幕，庆祝新中国成立 62周年，喜迎党
的十八大。

2002年中铁四局第一届文化节成功举办以来的 10
年，已成功举办了 5届企业文化节。企业文化建设已经越
来越成为中铁四局传递企业精神、凝聚企业力量、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届文化节面向基层、面向员
工，继承弘扬与创新超越相结合、集中活动与分散活动相
结合、成果展示与示范倡导相结合、群众性与先进性相结
合，以企业员工为主要参与者，分表演类、展示类、文体
类、征文类、研讨类五大类，通过举办大合唱、歌舞体育表
演、文化知识讲座与管理创新研讨、书画摄影、文化设计
作品、微电影展播、安全意识知识、党建廉政文化展览及
企业发展成果展等 8个系列、20大项活动，体现大众化、
娱乐化、知识化特点，抒发中铁四局集团 2万名员工对企
业兴旺、祖国富强的热切期盼之情，展示中铁四局集团首
届文化节以来 10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独特企业文化和
良好精神风貌，展现和提高广大员工的整体艺术水平和
鉴赏能力，弘扬“勇于争先，永不满足”的中铁四局集团企
业精神，推动学习型企业创建，提升中铁四局集团企业文
化建设水平与企业管理创新能力，确保实现企业今年生
产经营任务与长足发展目标。

中铁四局集团举办
第六届企业文化节

本报记者 吴明

日前 ,记者获悉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靠创新挺起了
发展的脊梁。今年 1—8月份，该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
产值近 500亿元，占合肥市比重约 40%。

据了解，科技创新有力推动了合肥经开区新型工业
化的发展。传统产业致力高端转型，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产
业化的迈进。近年来，该区先后已引进国内外科技创新团
队 30多个，企业建设各类创新研发中心 60多个，形成了
6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16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
2011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合肥经开区荣获
中国产学研界的最高荣誉———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
进奖。

2011年，合肥经开区财政兑现各类企业扶持资金
7.61亿元；合锻机床、力杰半导体等三家区内企业获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支持，金额达 1.08亿元。

近期，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陆续投放 3500
辆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基本是用做私家车。此前，该公司
已分两批在合肥市场投放 1585辆纯电动汽车，累计运行
里程已达 400万公里无故障,这里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基地。

类似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比
比皆是。合力叉车 2011年总销量达 70840台，连续 21年
在全国同行业中保持第一，2011年世界排名第八；在这
里，住宅产业化实现从“房屋建造”到“房屋制造”的重大
变革；在这里，海尔家电、美菱冰箱等家电企业集体发力，
不断推进产品智能化、技术化水平和现代化的管理水平，
巩固其在全省和全国的龙头地位。

在新兴产业领域，合肥经开区毫不示弱。新材料、电
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住宅产业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
壮大。全球第二大 PC厂商联想集团和全球第二大笔记本
电脑代工厂商台湾仁宝电脑强强联合，在这里投资联想
笔记本电脑和一体台式机生产基地，年产能超千万台。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
思潮激烈碰撞，“拜金主义，享欲主
义，自我为上”等意识的泛滥，使“人
心向善，人心向好，责任、担当、奉献”
等主流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人
们在改善了物质生活之后，突然发现
精神上的匮乏和虚无，急切呼唤当代
好人，时代英雄。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好人和英雄仍然延续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美丽妈妈”、“最美司机”、
“最美老师”等一位位当代好人和时
代英雄像璀璨的群星照亮了中华大

地，是他们唱响了时代主旋律，给人
类带来了希望和温暖。但是这样的英
雄和好人太少了，因为社会土壤缺少
了适宜英雄、好人成长的养分，让很
多英雄流血又流泪，好人无好报的现
象让更多想当好人和英雄者望而却
步。7月 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
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规
范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护，统一
明确了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抚恤及补
助标准，真正让好人有好报。

李传扬精神是新时期国有企业

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集中体现，是
推进国有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李传
扬不仅牢记使命、忠诚事业，而且不
畏艰难、敢于负责和担当，在危难面
前，不气馁不放弃，以大无畏的气概
和饱满的精神，自强不息，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
在名利面前，恪守共产党员的崇高理
想，节俭克己，两袖清风，始终保持共
产党员的纯洁性。他时刻把群众的冷
暖挂在心上，把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思
群众之所盼，做群众之所需。虽忠孝
不能两全，但孝敬老人，爱妻怜女，关
爱家庭是他给亲人最大的温暖。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像李传

扬这样的时代英雄将一定会激励着
6800万江淮儿女为建设“三个美好”
安徽奋力向前。

时代呼唤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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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扬：安徽省属企业英雄

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铁人王进喜等英雄模范，时隔半个世纪，在江淮大地上又出现了一颗中国企业界的

英雄之星，蒙城县挂职副县长、江淮安驰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李传扬。5月 23日，李传扬因长期积劳成疾，突发心源性心脏
病猝死。2012年 7月 11日，安徽省国资委党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向李传扬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国资系统开展
宣传学习李传扬先进事迹，大力弘扬李传扬精神活动。

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国开行安徽分行利用自身资金
和智库优势，积极支持安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
通过强化对企业的服务，实现银企双赢。今年上半年该行
发放外汇贷款 7.51亿美元，外汇贷款余额 26.09亿美元，
继续居安徽省各银行首位。

国开行安徽分行认真研究安徽省政府提出的“打造以
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安徽海螺水泥、安徽外经建、安徽出
版集团等骨干企业为龙头的四大产业链企业联盟，在非
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建立安徽企业产业园区，实现省内
企业抱团走出去”这一发展战略，统筹运用综合金融产品，
重点配置各方面资源，支持这一重大战略实施。

为了把握时机，切入重点，国开行安徽分行今年以来
邀请总行陈元董事长、王用生副行长、樊海斌评审总监赴
奇瑞调研，提升了总行对支持奇瑞等安徽重点企业海外发
展战略的重视程度及支持力度，上半年，向奇瑞发放外汇
贷款 1.64亿美元，累计已发放外汇贷款 7.43亿美元。向安
凯汽车发放 1.2亿美元贷款用于向沙特阿拉伯出口 3000
台校车，并以此为契机，帮助其积极争取沙特后续 3.5亿美
元客车出口业务；为海螺水泥设计了海外投资项目方案，
目前正在评审其首个“走出去”项目———印尼年产 155万
吨水泥生产线；在前期贷款 2.4亿美元的基础上，批准 6.1
亿美元贷款用于支持省外经建集团建设津巴布韦二期钻
石矿项目；与安徽省出版集团于今年 2月签订《开发性金
融合作协议》，将支持集团“走出去”作为重要合作内容。

此外，该行还向铜陵有色、金隆铜业等发放外汇贷款
3.83亿美元，支持企业进口铜精矿等战略性资源，为企业
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向海润光伏发放 1.8亿美元贷款
支持其在保加利亚建设太阳能电站，后续还将通过支持其
海外平台建设、售后回租等方式进一步为海润“走出去”提
供支持。

虽然当前外贸形势严峻，但该行认识到，安徽省发展
外向型经济是大势所趋，潜力巨大。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发
挥好开发银行的独特作用，紧密围绕安徽省政府确定的
“海外资源开发、跨国并购、剩余产能转移、企业价值链延
伸”等全省“走出去”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好“投贷债租证”
综合金融产品，为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战
略提供更好更全面的金融支持。

49岁，一个正直壮年，既能为帅，又
能入将的干事年龄，却为了党的事业、
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基业长青而轰然
倒下了。他就是党的好儿子、安徽省属
企业英雄、蒙城县挂职副县长、江淮安
驰汽车公司原总经理李传扬。

5月23日，从早晨7点半到下午6点
半，李传扬一共主持了4次会议，又分别
与三个部门的员工座谈，渐渐有点撑不
住。他对同事说：“晚上8点还有会，我去
运动一下，出出汗说不定就好了。”7点
10分，李传扬在羽毛球场上突然昏迷，
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医学结论为长期
积劳成疾，突发心源性心脏病猝死。

这一天距离他来到蒙城，已有3年
零3个月。

噩耗传来，很多曾经受到李传扬关
爱的人失声痛哭，那位因档案不符多年
解决不了退休待遇问题的孟姓坛城搬
运站的工人，满含热泪向人们倾诉：“是
李县长给了我晚年的保障”。

其实，李传扬的病并非毫无先兆，5
月14日，李传扬在合肥做了人生最后一
次体检。医生说他血压偏高、心脏有杂
音，建议住院检查。但一心挂牵着蒙城
的他，当天中午就赶回了。
“他是为蒙城发展累死的！”在追悼

会那天，蒙城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吊唁，
泪雨纷飞的现场令人动容。有网友发帖
说：“告别仪式上，自发前去吊唁的社会
各界人士，10多人一组，不重复地鞠躬，
竟长达1个多小时！粗略统计一下至少
几千人！”

振兴皖北不遗余力

2009年2月，正当李传扬在江淮乘
用车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干得
得心应手之际，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他
到蒙城县挂职担任副县长。面对岗位的
巨大调整和角色的重大转变，李传扬也
犹豫过，毕竟父母年事已高，女儿正在
读书，爱人工作也很忙，这一走家就彻
底顾不上了。但思考再三，他还是毅然
告别亲人、告别同事，奔赴数百里外新
的工作岗位，迎接新的挑战。

安徽省和全国一样南北发展差异
较大，由于各种原因，皖北地区发展相
对滞后，为了振兴皖北带动全省整体发
展，安徽省做出了加快皖北地区发展的
战略决策。振兴皖北事关安徽省发展大
局，安徽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李
传扬深知责任重大，他把挂职当任职，
一心扑在工作上。

振兴皖北关键靠发展。汽车产业是
蒙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在对蒙城汽
车产业发展状况调研的基础上，李传扬
亲自起草了《蒙城县“十二五”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筹备组建了汽车配件城、汽
车超市，设立报废汽车拆解市场，为蒙
城县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成
为全县经济核心增长点。2009年，蒙城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091万美元，同比增
长369豫，位居亳州市第一位、全省二类
县第一位。

2010年9月，江汽集团重组了安驰
汽车公司，李传扬出任公司总经理。结
合“十二五”期间蒙城汽车产业规划和
江汽集团的实际，李传扬提出了上高端
微车的思路。2011年，江汽集团斥资
13.58亿元在蒙城开发区投资建设微车
双班年产15万台生产线，成为皖北销售
收入过百亿的龙头企业，填补了皖北汽
车制造业的空白。

2011年3月30日，安徽省委书记张
宝顺视察江淮安驰。在听取了企业汇报
和现场参观后，张宝顺感慨地说，“江淮

汽车是省内首家响应省委、省政府振兴
皖北号召到皖北投资发展的企业。如果
把安驰做好了，在振兴皖北的功劳簿
上，要给你们记头功！”

赤胆为党心系百姓

挂职不久的李传扬就碰到了一个
难题，蒙城县棉麻公司2006年启动破产
程序后，职工与企业的矛盾一触即发，
经常结伴到政府上访，破产安置工作历
经三任县领导都没有结果。

李传扬临危受命，带领工作组深入
职工家庭，几乎走访了每个职工，了解
他们的想法，倾听他们的诉求，关切他
们的疾苦。面对不理解的职工，他就耐
心说服，职工蹲在地上，他就蹲着讲；职
工站着，他就站着说；有的职工干脆走
人，他就跟着一路解说。掏心窝子的话
终于打动了他们。

为使破产工作顺利进行，在两个月
内他召开了大小职工会议不下80次，商
讨职工安置意见，落实相关安置政策和
措施。由他主持制定的破产安置方案，
得到大多数职工的认可和赞同。这个
“老大难”问题仅仅两个月就完成了破
产清算安置工作，取得了职工、企业、政
府“三满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职
工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们应当理解，
企业倒了，有的员工连工作都没了，以
后生活都很困难。相比之下，我们受点
气、辛苦点又算什么。只要我们带着感
情，多为他们着想，这样安置工作才能
行得通。”
与李传扬一起参与企业破产工作

的蒙城县经贸委的同志回忆道，李传扬
始终把职工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肯
俯下身子去做群众工作，而且不厌其
烦。他遇事不避难，敢于担责任，事事为
职工着想，件件为政府解难，先后妥善
处理了棉麻公司、原安驰公司、外贸公
司、冷冻机厂、药材公司等企业改制或
破产安置工作，维护了职工权益，促进
了社会稳定。

李传扬常说，职工是企业的根，根
基不牢，地动山摇。只有职工队伍稳定
了，企业才会有希望。

严于律己忠孝难全

李传扬经常对同事说，人这一辈
子，“睡觉不过三尺床，一天不过三顿
饭”。他把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而把信念
与追求看得很重很高。
自小在农村长大,养成了李传扬节

俭的习惯，平日里吃穿非常简朴，成本
意识极强，不论是公家的钱还是自己的
钱，他都舍不得乱花。李传扬要求超过
5000元以上的项目都要采取招议标，身

边的人回忆，每次采购部门上报采购计
划时，他总是很习惯地问，“能不能自己
做呀，价格能不能再议一议呀？”回合肥
办事，他很少单独要车，出差在外，就和
大家一起住经济实惠的快捷酒店，吃饭
非常简单，不进高档饭店，也不接受经
销商或供应商的宴请。就在李传扬去世
的晚上，大家进入他的房间想为他找一
件像样的衣服，才发现仅有的几件衬衫
领子都穿破了，其中还有几年前在营销
公司时穿的工作服。

今年，李传扬获得了安徽省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公司领导团队提议搞一个
庆祝活动，李传扬硬是不同意。记者闻
讯要做专访，好好宣传宣传，也被李传
扬婉拒了。他说，“这没有什么好宣传
的，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从合肥到蒙城，他一路走来，风尘
仆仆。李传扬一头牵挂着家人，一头心
系着企业。他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瓣，
和盘托出，毫无保留。

李传扬的父母年过八旬，父亲患有
帕金森症，手抖，话都说不清，卧病在
床；母亲患有心脏病，身体也不好，外婆
已近百岁高龄，双眼失明，住在农村，常
年卧床。当初组织上派他到蒙城县挂
职，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家人。父母、外
婆年事已高，有病在身，理应悉心照料，
况且当时女儿即将高考，也需要多多陪
伴。妻子张艳阳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也
是江汽集团的中层干部，平时忙于工
作，也很难照顾家庭和孩子。但他毅然
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把对父母妻儿的牵
挂，深深地埋藏心底。
李传扬是个孝子，但忠孝不能两

全。他深感愧对父母和妻儿，他每次回
合肥办事，总要抽时间回去看望五位老
人，回家给亲人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5
月22日，也就是李传扬去世的前一天。
因参加培训回到合肥的李传扬早上5点
多就起床，到菜市场买了女儿喜欢吃的
菜，还有樱桃等水果，把冰箱塞得满满
的。8点之前，蒸好了鲫鱼放在厨房。然
后，驱车返回蒙城。8点51分，他在车上
给女儿李昱发来短信：“你去学校了吗？
有没有把樱桃带上。学习不要太累，适
可而止。”这是李传扬发给李昱的最后
一条短信，寥寥几句，流露出一个父亲
对女儿无尽的爱。李昱含着泪说，爸爸
永远都是叫我不要太拼，学习要注意休
息，可是他自己却那么拼，给自己那么
大的压力。

勇担责任热爱事业

1986年，李传扬从浙江大学汽车专
业毕业，他怀揣着振兴安徽汽车的梦想，
回到了家乡，成为了江汽人。从那时起，
他便立志要在汽车行业干一番事业。

李传扬工作26年来，忠诚和责任贯
穿于他的事业始终。在江汽集团工作，
他从技术人员、专业厂厂长、质量部门
负责人、营销公司领导，再到挂职蒙城，
组织一次次赋予李传扬重任，而他从未
畏惧过困难和挑战，总是默默地承担起
责任。

2001年5月，他调到公司质量管理
部工作，担任部门领导，面对新的工作
岗位，他一心扑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
到产品质量的改善上，在他的努力下，
很快建立起了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特别
是在实物质量问题的改进上，他带领团
队不分白天黑夜，不论节假日，多方搜
集资料信息，持续改进市场上反馈的产
品质量问题，组织问题分析和整改研
讨，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不放过，
在团队的协同下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
江汽的方向盘抖动、前轮啃胎、制动发
烫等质量顽症，为公司产品质量的提升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接手安驰公司后，看着眼前曾经
一度辉煌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李传
扬压力巨大。为早日扭转局面，开发优
秀供应商、经销商，李传扬带着团队经
常长途奔波，日夜兼程，连续作战。为了
赶时间、降成本，他跑市场时，和同伴们
常常连夜出发，一天辗转多地，换人不
停车，每到一个地方，他顾不上休息，也
不接受对方的宴请，谈完业务便马不停
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江淮安驰的部长
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李传扬带他们去
河北保定长城公司学习的经历。那是个
大雨磅礴的日子，当公司的产品分析会
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为了如约于次
日上午9点赶到，他们在雨中出发了，大
家轮流开车冒雨赶路。早上8点50分，他
们一行到达长城公司，来不及洗脸、刷
牙和吃饭便开始进行交流，当对方得知
他们一夜未眠赶来时，很是感动。简单
的午饭后，李传扬和他的随行人员又踏
上了返回蒙城之路。次日，他们又出现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他这种不顾身心的疲劳、“拼命三
郎”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同
志，振奋了员工的精神，打动了合作伙伴。
供应商和经销商也被他的这股子执拗的
拼劲所感染、所折服。江淮安驰的两家主
力供应商———成发公司、广东福迪公司
的老总号召全员向李传扬学习。短短的一
年多时间，公司开发引进新供应商70多
家，营销网络新增有效网点60多家。
艰辛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在

李传扬上任的第7个月，2011年3月，公
司实现当月扭亏为盈，8月实现全年扭
亏为盈。2011年全年实现产销汽车6200
辆，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并上缴利税
700多万元。公司产品也由过去单一化
品种，增加到12款车型。这个原本在国
内滞销多年的产品，如今卖到了菲律
宾、摩洛哥、叙利亚、埃及等国家。今年
1—5月，江淮安驰已生产各类汽车4300
多辆，3月份更是首次突破月产千台。

江淮安驰的员工动情地说，“安驰
是李总的第一个家，合肥却成了他的第
二个家。为了重振安驰雄风，他把一切
都奉献给了这个大家。”蒙城县县委副
书记、县长车照启感慨地说，“这样一个
全身心投入的同志，倒在了我们面前，
很多干部群众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流
泪。皖北的困难很多，但从没听李传扬
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的精神激励我
们，为人民而死，值！”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董事长安进说：
“他是身体力行企业文化的典范，他是
优秀的新红军战士，从他身上总能让人
感受到文化和信仰的力量。传扬虽然离
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
每一位 JAC人。”

国开行安徽分行
助企业走出去

合肥经开区
科技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张和允 本报记者 郝玲

舒郁仁 本报记者 郝玲

李传扬，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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