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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晓梅张骅

1月 21日，记者在安徽省经信委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3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8559.6亿元，增
长 13.7%，增幅比全国高 4个百分点，
居全国位次由上年的第 3 位上升至
第 1位，成为 2000年以来首次居全国
榜首。其中，12月当月实现 841.8 亿
元，增长 13.9%，比全国高 4.2 个百分
点。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产值

超亿元企业达 5896户，比上年净增

884户。其中，产值超 10亿元的 431
户，净增 50户；超 50亿元的 56户，净
增 7 户；超 100 亿元的 28 户，净增 8
户。当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700
户，比上年多增 225 户；新增企业实
现增加值 525.6亿元，对全省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为 27.7%。

全省 40个工业行业中有 38个行
业保持增长，23个行业增幅超过全省
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速超过 30%，分
别达 34.7%、33.9%和 33.3%。重点监

测的 43 种产品产量中有 36 种保持
增长，平板玻璃、烧碱和原油加工量

增速超过 30%，增幅分别为 40%、
33.2%和 31%；十种有色金属、家用电
冰箱、家用洗衣机和钢材分别增长

27.6%、14.8%、13.2%和 10.5%。
2013年，安徽省工业在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的同时，质量和效益稳步提

高。全年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

分 别 实 现 增 加 值 2928.8 亿 元 和
2890.5亿元，均增长 15.7%，增幅高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2 个百分点；增加
值分别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 34.2%

和 33.8%。民营工业实现增加值
5518.5 亿元，增长 16%，对全省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为 72.7%。

前 11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235.7 亿元，增
长 16%，增幅比全国高 4.8个百分点；
实现利润 1339.7 亿元，同比增长
17.4%，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一季
度、上半年提高 8.1 个、11.9个和 5.6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4.2个百分点；亏
损企业亏损额 129.8 亿元，下降
8.3%，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3.9个百分
点，比全国大 1.5个百分点。

23年全国第一，合力高树民族叉车大旗

年终岁末，国内叉车行业的产销

数据全部出炉。2013年，合力叉车全
年产销叉车量突破 80000台，同比增
长 20%，主要经济指标再次刷新原有
纪录，以绝对优势连续 23年蝉联国
内行业第一。成为目前我国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

工业车辆研发、制造和出口基地。23
年的全国第一，23年的奋斗拼搏。合
力人有理由相信“中国合力，提升未

来”，它传递的是一个皖企强劲发展

的号角与正能量，展示的是安徽合力

对民族叉车工业的责任和担当。

清晰的发展规划为长远发展绘

就科学蓝图。截至 2013年底，公司通
过自有资金和资本市场融资相结合，

构建了以合肥总部合力工业园为中

心，以宁波力达、宝鸡合力、衡阳合

力、北方盘锦合力为东西南北四大生

产基地，以合肥铸造工厂、蚌埠液力

机械厂、安庆车桥厂、安庆联动属具

及配套体系为支撑的战略产业布局。

目前，企业具有年产叉车整机 10万
台、铸件 20万吨、油缸 60万根、转向
桥 10 万台（套）及相应的下料、金加
工、涂装、装配和试验检测能力。预计

到 2015年安徽叉车集团有望实现 12
万台整机生产能力，实现销售收入

120亿元，力争达到 150亿元，致力于
使企业成为中国工业车辆行业的领导

者、世界工业车辆行业的领先者。

稳健的经营理念为企业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近年来，受国内外大环境影

响，工业经济形势呈现下行态势。安徽

叉车集团在省委省政府等部门的领导

下，坚持“稳健经营、务实发展”的经营

理念。1996年安徽合力主板上市，2006

年跻身世界叉车行业十强，数十年如

一日，围绕工业车辆及关键零部件主

业，做精做细、做优做强，用集团公司

董事长张德进的话说就是“合力不赶

时髦、不追风，我们要以产品说话、以

质量说话、以效益说话”。

强劲的科技创新为提高产品竞争

力添砖加瓦。2013年合力叉车注重关
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提升。公司全年

加快新 H型、G2型等中高端内燃和电
动平衡重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如“G 系
列 1.5吨后驱三支点蓄电池平衡重式
叉车”、“6-7 吨交流蓄电池平衡重式
叉车”、“G系列 2-2.5吨交流蓄电池平
衡重式叉车”、K 系列 5-7.5吨内燃平
衡重式叉车，CPQD50-70汽油平衡重
式叉车，CP(Q)YD50-70汽油液化气平
衡重式叉车，HRDB0J8401 型同步二

级起升油缸，G27Z4-30601 型转向油
缸等多项技术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并

逐步投放市场。

过硬的质量管控为产品品质再

塑丰碑。2013年对合力来说是不平凡
的一年，先后斩获“安徽省政府质量

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两项殊荣，

作为行业内唯一的上市公司，50 多
年来始终秉持“以人为本，以精品回

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坚持“质量是

企业的生命，是员工的品质”，将“向

用户提供合格产品和优良的服务是

每个员工的责任”作为企业长期的质

量方针，严格按照 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标准制定《质量手册》和《质量体

系程序文件》并分解细化，通过管理

制度、标准作业和工艺守则，开展全

员自主自发的“QC”、“5S”、“TPM”、

“员工合理化建议”、“创新协会”等质

量改进活动，落实全面质量管理。

高精设备为制造优质产品提供

硬件支持。安徽叉车集团在线生产的

1700 多种型号、512类产品全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并涵盖内燃车辆、电

动车辆、工艺装备、液压系统、特殊车

辆等专业方向，产品的综合性能处于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公

司在硬件上建立了 46条柔性自动化
生产线或加工单元，拥有主要生产设

备 3919台（套），其中数控设备 454台
（套），重点设备 517 台（套），各类试
验、工装 930副，从下料、焊接、涂装到
精加工形成了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离

散制造特点的柔性制造体系，是国内

叉车行业柔性化程度最高的企业，设

备能力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013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居全国第 1位

2013年，全省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560亿元，同比增长 14%；实现
利润 587亿元，同比增长 20.3%；资产总额 22840亿元，同比增长 14.8%；净资产
9705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464亿元，同比增长
11.7%；实现利润总额 277亿元，同比增长 38.4%，高出全国省级监管企业平均增
幅 30多个百分点；上缴税收 350亿元，加上马钢集团和铜陵有色进口环节增值
税 52亿元，合计 402亿元，约占全省财政收入的 12%；年末资产总额 10345亿
元，同比增长 11.3%；所有者权益总额 3444亿元，同比增长 9.1%。与全国省级国
资委监管企业相比，省属企业资产总额位居第 8位，营业收入位居第 7位，利润
总额位居第 3位。 （张晓梅）

据了解，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

依法做好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54号）和安徽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信委关于非煤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方案（2013—2015
年）的通知》（皖政办秘〔2013〕21号）精神，在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安徽省扎实推进全省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日前，记者从安徽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获悉 , 2013 年度，安徽全省共关闭金属非金属矿山
270 家，其中，地下矿山 20 家，露天矿山 237家，尾矿库 13座。比 2013 年年初
下达的 224 家关闭任务提高了 20%，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安徽省的 177 家关
闭计划。 （郝玲）

日前，记者从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获悉，2013年，安徽省煤炭产量 13848万
吨，共发生死亡事故 21起、死亡 22人，同比分别下降了 12.5%和 37%；死亡人数
比国务院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少 25人、减幅 53.2%。百万吨死亡率 0.159，同
比下降了 33.3%；没有发生一次死亡 3人以上事故，煤矿安全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目前煤炭行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安徽省煤矿安全还能取得如此好的成

绩，确实来之不易。 （郝玲）

1月 20日，从马钢股份公司汽车板推进处获悉：2013年马钢汽车板销量
突破 110 万吨，同比增长 30.5%，增幅创历史新高，跻身国内汽车板产销“百万
俱乐部”；产品“含金量”增加，品种钢比例达 63%，同比结构增效 8730万元，其
中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镀锌汽车板达 13万吨，增幅高达 170.8%。目前，国内仅
有宝钢、武钢、马钢等 5家钢企汽车板产销达到百万吨级规模。在重点客户产
量下降，自身产品线单一的情况下，跻身“百万俱乐部”，实现汽车板产量、“含

金量”同步跃升，得益于马钢创新战略转机制、坚定不移调结构、千方百计拓市

场的做法。 （黄永安）

“盼望多年的通勤车开通了，地方特色小吃点开业了。”日前，安徽淮北矿业

孙疃矿干部职工“盘点”起 2013年一件件惠民生的实事，如数家珍、倍感温情。
2013年，孙疃矿以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主动“接地气”。据统计，孙疃矿
2013年共为职工办实事 30余件。发展依靠职工、发展为了职工，有效激发了职
工的劳动热情，促进企业实现和谐发展。截至目前，该矿已实现安全生产两周

年，各项工作任务正在健康开展。 （谢正义 张雯）

进入 2014年，淮北矿业童亭矿继续坚持“安全压倒一切，一切为安全让路”
的安全指导思想，把“零死亡”的奋斗目标贯穿到安全生产工作的各个环节，强

化管理，真抓实干，不断推进矿井良好的安全形势得到巩固和发展。坚定“零死

亡”目标不动摇。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积极营造浓厚的安全

氛围，让职工充分认清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严反“三

违”的同时，大力举办“三违”人员“阳光课堂”，积极发挥警示教育、亲情感化、后

进帮教“三位一体”的活动载体，变批评教育为正向激励，切实提高职工的安全

意识。 （高加林）

2013年安徽省属企业利润总额居全国第三 2013年安徽矿山整顿任务超额完成

安徽省煤矿安全创历史最好水平

马钢汽车板销量突破百万吨

孙疃矿多措并举惠民生促和谐

童亭矿强基固本推进安全管理

矿建企业是专门从事矿山工程施工的建筑企业，其施

工的工程不仅施工难度大，而且技术含量高，属高危性行业

企业。矿建企业在施工时，均为多个工种平行交叉作业，再

加上复杂的地质条件导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地下作业面

临的各种风险难以预料，哪怕一点点管理上的疏漏，都有可

能造成安全事故。所以，安全施工始终是矿建企业压倒一切

的中心任务。

在矿建企业中，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在安全施工

中不仅拥有自身优势，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社会发展的

新变化、矿建企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需求，

如何使自身的核心地位与企业的中心任务“心心相印”，是

矿建企业党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矿建企

业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优势，促进安全施工，就必须在参与

安全决策、落实安全教育、推进安全管理、培育安全人才和

营造安全文化上下功夫。

———发挥安全决策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党组织要在其

中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充分认识参与安全决策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摆正在安全决策中的位置，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充分运用职工和集体智慧，积极参与重大安全问题

的决策，如安全规划的制定、安检人员的任免、技术装备的

更新、安检资金的投入、管理制度的完善、安全责任的追究

和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等，保证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

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等在施工中的贯彻执行。

———发挥安全教育中的宣传引领作用。对于矿建企业

而言，安全施工不仅是企业安全发展的需要，也是职工全面

发展的需求。所以，党组织要把职工的生命安全当做最大的

政治、最好的民生。为此，党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职工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使安全工作入脑、入心，引领

职工的安全意识，筑牢职工的思想防线，规范职工的安全行

为。

要创新教育载体，在加强安全教育阵地建设的同时，针

对不同时期的安全施工特点，采取因地因时制宜、简便灵活

高效的形式，或先进经验示范、反面教材警示的内容，开展

各种安全教育活动，教育职工关注安全，珍爱生命。要强化

技能培训，通过开展导师带徒、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知识竞

赛等，对一线职工实行全员安全培训，依法严格准入制度，

尤其对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且考核合格

后，再持证上岗，提高职工的安全施工技能和防范保护能

力。

———发挥安全管理中的监督保障作用。党组织在企业

的监督保证作用是《党章》赋予的，而对安全管理的监督和

保证又是矿建企业自身特点决定的。所以，党组织要融入施

工生产。施工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组织要发挥好自身优

势，充分调动纪委、工会、共青团等各方面的力量，使其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责任体系，凝聚

成强大的安全管理合力，并固定下来，坚持下去，逐步形成

安全施工的长效机制。要敢于安全监管。从企业安全发展和

职工全面发展的高度，督促责任主体明确安全职责，履行安

全责任，发现安全问题或隐患时，要敢于指出、勇于纠正，并

跟踪监管、限期整改，确保安全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为企

业安全发展和职工全面发展把好关、定准向。要及时心理疏

导。对违反操作规程的职工，在教育的同时，加大管理处罚

力度；对个别思想认识不高、甚至有抵触情绪的职工，要加

强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及时排解矛盾，纠正错误思想，使

其始终保持安全施工的良好心态和工作动力。

———发挥安全人才中的激励孵化作用。党组织要从企

业安全发展的需要出发，把引进、培养和使用好安全管理和

技能人才，作为落实安全发展观的重要保障。为此，要履行

好“党管人才”的职责，在安全人才评价上，以能力和业绩为

导向，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绩效目标为核心，建立和完善

安全人才的评价标准；在安全人才选用上，按照公开、平等、

竞争、择优的原则，逐步推行内部竞争上岗和外部公开招

聘，为各类安全人才脱颖而出、各展所长提供制度保障；在

安全人才激励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一步

完善分配制度，并鼓励创新，鼓励创造，鼓励奉献；在安全人

才考核上，制定以德、能、勤、绩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办法，尤

其要突出对安全工作业绩的考核。除此之外，党组织还要为

安全管理和技能人才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发挥安全文化中的渗透固化作用。安全文化是安

全施工的灵魂。矿建企业的行业特点，也决定了安全文化在

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所以，

党组织要加大安全文化建设力度，在对企业的安全发展规

划、安全施工措施和安全重点环节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传统的安全文化进行融合和创新，使之更

贴近安全发展，更贴近施工生产，更贴近职工群众，逐步形

成独具特色、切实可行的安全文化体系，增强安全施工的内

驱力。要坚持安全文化引领，让安全方针、安全目标、安全原

则、安全理念、安全责任、安全道德、安全教育等安全文化体

系，涵盖施工生产的各个环节及全过程。要强化安全文化渗

透，通过宣传安全文化，努力营造安全环境，让职工时时处

处置身于安全文化的氛围中，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渗透融

合，使职工理论上掌握、感情上接受、行动上体现。要注重安

全行为养成，在用安全制度“刚性”管理的同时，还要用安全

文化“柔性”约束，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固化到职工的思想

中，用安全文化的“文化力”，培育职工、凝聚职工、激励职

工，充分发挥职工在安全施工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

性，使安全文化逐步成为适应企业安全发展、规范职工安全

行为的准则。（作者单位：中煤矿山建设集团党委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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