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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 28 万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0 万亿元大关，达到 20.2万亿元，上缴税费 1.7 万亿
元，实现净利润 9173亿元，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2012年进入世界 500强的中央企业达到 43家，比 2009年增加 19家。

与此同时，在创先争优活动期间，中央企业在一批国家标志性重点攻关项目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选树和宣传郭明义、孙家栋、
黄纬禄、徐銤、王小谟、窦铁成、陈超英、吕清森、郝振山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形成了一批国企党建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在
为民、惠民、便民、利民中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努力打造群众满意工程；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在应对重
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中，中央企业冲锋在前，发挥了骨干和中坚作用。

自2010年5月正式启动中央企业
创先争优活动以来，中央企业紧紧围绕
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以“做强做优、
世界一流”为目标，扎实做好创先争优
活动各项工作，为推动中央企业改革发
展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

发展新成果

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
28万亿元，营业收入首次突破20万亿元
大关

两年多来，中央企业扎实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广
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
一步增强，有力推动了中央企业改革发

展稳定。
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

28万亿元，营业收入首次突破20万亿元
大关，达到20.2万亿元，上缴税费1.7万亿
元，实现净利润9173亿元，经济指标再
创历史新高。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
中央企业达到43家，比2009年增加19
家。

中央企业注重将创先争优活动
的目标要求与企业“十二五”发展战
略的目标任务相结合，与推进学习实
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相结合，努力促
进创先争优活动与企业科学发展相
融共进，把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培
育强化创先争优精神转化为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劲动力。
其中，在京中央企业完成整改落

实任务5289个，解决影响和制约企业科
学发展的突出问题8569个。兵器工业以
实施“党员创新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
公司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连续三年实
现收入和利润增长30%，成为首家年收
入突破3000亿的军工集团；保利集团把
创先争优融入企业“十二五”战略推进
的全过程，利润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节能以创先争优助推企业快速发
展，201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2.2%、43.1%和
63.3%。
文明新风尚

广泛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命名27家企业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

坚持把创先争优与为民服务相

结合，通过创先争优，增强中央企业
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本领，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
造责任央企的良好形象，这是创先
争优活动取得实效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中央企业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导
向，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和期待，把服
务群众作为创先争优的根本目的，广
泛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争创群
众满意窗口、优质服务品牌和优秀服
务标兵，在为民、惠民、便民、利民中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先争优活动带
来的新变化。

确定23家为民服务创先争优重
点联系企业，在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和窗口单位开
展“文明服务央企先行”活动，命名27
家企业为“文明服务示范窗口”。

南方电网通过开展“六走进”、
“五到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集中力
量解决关系群众用电的实际问题，努
力打造“服务好、管理好、形象好”的
企业品牌；中国盐业面对食盐供应紧
张的紧急事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作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
力保障食盐供应，快速平息了食盐抢
购风潮。

责任新形象

在西藏开展各类援助帮扶工作，
93家央企定点帮扶189个国家扶贫工
作重点县

在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
任、社会责任中创先争优，在应对重
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中，中央企
业冲锋在前，发挥骨干和中坚作用，
树立了中央企业“报效祖国、造福社
会、服务人民”的良好形象，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
献。

有44家中央企业在新疆、40家央
企在西藏开展各类援助帮扶工作，93
家央企定点帮扶189个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

中央企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维护稳定、构建和谐。活
动期间，在京中央企业收集整理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1.3万个，已解决
1.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与群
众结成帮扶对子8.4万个，为职工群众
办实事近8.5万件，落实帮扶资金18亿

元，组建“郭明义爱心团队”1万多个，
团队成员超过50万人，赢得社会广泛
赞誉。

时代新楷模

75家央企基层党组织获得创先
争优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7名央企
党员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创先争优表彰
大会上，75家央企基层党组织获得创
先争优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7名央
企党员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黄纬
禄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企业先后在全国选树和宣
传郭明义、孙家栋、黄纬禄、徐銤、王
小谟、窦铁成、陈超英、吕清森、郝振
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举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青藏铁路建设精神等中央企业先进
精神和先进人物事迹巡回报告会，集
中宣传了中国铁建祁连山隧道掘进
队党支部、中国黄金“5300党支部”等
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科技新实力

“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
交会对接圆满成功；中国核工业研发
的实验快堆实现并网发电……

中央企业围绕科技创新、重大
项目攻关推进创先争优，一批国家
标志性重点攻关项目取得重大突
破。

航天科技等央企研制的“神舟九
号”与“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圆
满成功；中国核工业研发的实验快
堆实现并网发电，我国第一个快中
子增殖反应堆发出的电流输向了华
北电网，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中船重工702
所等研制的中国“蛟龙号”成功完成
七千米级深潜试验；国家电网以创
建“电网先锋党支部”为载体推进
“一特四大”发展战略，建成目前世
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
送点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
特高压交流和直流输电工程；中国
商飞把党支部建在民机项目上，以
“攻坚克难创佳绩、创优提速上水
平”为主题，全力推动C919大型客机
研发、ARJ21新支线飞机试飞取证等
重大项目。

人物风采

创先争优为再创业
提供思想保证

两年多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联系二
次创业“强化管理提升、加快转型升级，在严峻
挑战中抓住难得机遇”的实际，把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与实施宝钢新一轮发展规划有机融
合，与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有机融合，与党建日常
工作有机融合，为促进宝钢科学发展、做强做优
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刘国胜）

“三种效应”
引领企业持续发展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始终将创先争优与中心工作、重
点工作紧密结合，引领企业科学发展。一是将创
先争优内化为发展引擎，激发由点及面的“酵母
效应”；二是将创先争优转化为竞争优势，激发
自内而外的“水波效应”；三是将创先争优固化
为长效机制，激发持续提升的“螺旋效应”。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刘明忠）

“三个融合、三个根基”
诠释新突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党委着
力推动“三个融合”，切实筑牢“三个根基”，充分
调动和激发广大党员、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任务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新突破。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首次载人空间交
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嫦娥二号卫星创造了我
国空间飞行器最远深空探测记录；北斗导航系
统今年 10月将实现覆盖亚太区域的组网运行。
这些实践成果就是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忠于使命、创先争优最直接、最生动的
体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李开民）

围绕目标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党委坚持融入中
心、服务大局，围绕“人民群众满意、党和政府满
意”目标，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实现了活动与公
司改革发展的有机结合，与党组织建设的互动
提升。今年 7月，四川省电力公司党委荣获“全
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刘勤）

筑强思想堡垒
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2010年 5月以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元
国际工程公司10个党总支、37个党支部、707名
党员认真贯彻落实国机集团党委的部署要求，
以“筑强坚实堡垒、争当岗位先锋、推动发展上
台阶”为实践主题，大力推动创先争优活动实绩
化、全员化、常态化，在推动企业科学发展、助力
企业转型升级、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构建企业和
谐环境中创先争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徐光辉）

企业跨越

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李志豹

王利博制图

在中航工业西控公司，提起“创先争优先锋
团”，人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据了解，“创先争优先锋团”源自创先争优
活动。2011年，公司党委紧抓创先争优活动历
史契机，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为抓手，融入中
心、服务大局、创新形式、丰富载体，以开拓创新
的精神对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有效实践。
它以公司六 O 分厂三工段为“试验田”，对党建
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创新实践与探索，并在实践
中经过不断地创新与深化，逐渐形成了创先争
优“先锋模式”，使创先争优活动在公司真正形
成一种长效机制，促进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思
想引领、文化推动和促进发展等各项工作中凸
显实效。2012年 2月，中航工业发动机对西控公
司“创先争优先锋团”的实践与探索给予了肯
定，并授予了公司六 O 分厂三工段“中航工业发
动机航空报国动力先锋集体奖”。

中航西控创先争优
先锋模式受好评
胡明阳

事迹：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 100多个航
天器中，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 30多个。如
今，83岁的孙家栋，依然全身心地扑在各项纷繁
复杂的系统工程中；依然在技术攻关或是卫星
发射的关键时刻跟年轻人一起加班加点，甚至
通宵达旦。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孙家栋始终执
著前行，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搞了一辈子航天，
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
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
开了。

———孙家栋

事迹：陈超英生前为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1年 6月 13
日，在慰问职工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
职。她对工作不畏艰难，坚持原则，从不夹带私
利，对职工亲切有加，关怀备至，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大姐书记”。对事业的执着，对原则的坚持，对
职工的无微不至，日积月累地成就了她伟大的品
格和光辉的事迹，造就了一种“尽忠职守、乐于奉
献、大公无私、铭记群众”的陈超英精神。

廉洁自律就是竞争
力，风清气正就是生产
力。

———陈超英

事迹：21年来，郝振山坚守在海洋石油钻
井一线，从一名普通甲板工成长为中海油服南海
二号钻井平台经理、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南海二
号踏海探油，完成了多项高难度钻井作业；他们
挺进缅甸和印尼，凭借出色的作业能力，为中国
海油打开了东南亚海上油田服务市场。领军者郝
振山荣获全国劳模称号，被中国海油党组命名为
“海上铁人”，成为中国海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后
在全公司范围内树立的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

我们新一代石油人
的使命就是“提速”，让
火车跑得更快更稳。

———郝振山

事迹：入党 30 年来，郭明义以无私奉献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
高尚情操，赋予雷锋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他担
任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理员 15年来，坚持每
天提前两个小时上班，巡查、维护公路里程累计
达 6万多公里，公路达标率在 98豫以上，为企业
创效 3000多万元；他先后为“希望工程”、困难
职工和灾区群众捐款 12万多元，资助贫困学生
180多名，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被身边人誉
为新时期的“雷锋传人”。

只要去做，人人都是雷锋！
———郭明义

事迹：吉林省吉林供电公司桦甸供电分公
司送电站员工吕清森，33年来，累计行程超过 7
万千米，及时发现各类线路缺陷 5000多件，为
企业减少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作为
一名普通供电员工，吕清森的事迹和精神，感动
了许多人，震撼了许多人。

巡线护线是我的事
业，只有认真工作，才能
保证安全供电。

———吕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