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故事

20２1年 7月 30日 星期五 责编/胡劲松 张旭初 版式/孙冠贤6 综合新闻·企业风采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一切骄人的
成就都来源于不懈的奋斗； 站在行业
潮头，唯有创新。 作为行业“老字号”，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合肥水泥院）放眼时代大局，瞄准
科技前沿，以创新为引擎，不断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勇于开拓 书就接续奋进的壮美画卷

在风雷激荡中锚定方向， 在勇毅
笃行中写就华章。

作为中国建材行业的重点科研院
所和甲级设计单位， 合肥水泥院伴随

着共和国成长和改革开放高速发展而
不断砥砺壮大， 从 1950 年建院、1978
年迁至合肥，到 1999 年加入中国建材
集团，71 载发展历程中合肥水泥院始
终以党的领导为统领，以节能减排、绿
色低碳发展为主方向， 以国家政策需

要为导向， 以推动中国水泥工业科技
进步为使命，探索出一条科研 、设计 、
装备智造和工程服务“四位一体”的发
展模式和“创新+运营”双元驱动战略，
在建材行业内外及国内外打造了强有
力的企业品牌和良好的企业形象。

建院以来 ，一代代合肥水泥院人
接力攻坚，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研究课
题近 500 项 ，经鉴定的各类科技成果
近 300 项 ，主持及参与制订国家和行
业标准近百项 ；成功研发出新中国第
一条新型干法烧煤窑外分解水泥生
产线， 开发出的 1000～12000t/d 熟料
窑外分解技术已总承包或设计完成

各类生产线 500 多条 ；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以钢丝胶带斗式提升机 、立式
磨、辊压机等为代表的技术装备挺立
市场潮头，钢丝胶带斗式提升机综合
性能国际领先 、立式辊磨机打破国外
垄断 、HFCG 辊压机以其国际领先的

技术性能亮相央视 《大国重器 》纪录
片 ；热工 、环保 、输送 、计量 、自动化 、
矿山等核心技术与装备在国内同行
业中均处领先地位 ；装备产品和技术
服务项目遍及沙特阿拉伯 、 俄罗斯 、
巴基斯坦等近 20 个国家 。 先后获授
“双百行动企业 ” “中央企业先进集
体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 等殊
荣 ，获得 “制造业单项冠军 ”“中国工
业大奖提名奖 ” 等 20 多个国家级 、
200 多个省部级奖项。

奋进 71 载 ， 合肥水泥院走出的
是一条改革发展之路 。 在国家科技
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 ， 市场倒逼改
革 ，合肥水泥院积极解放思想 ，探索
出了一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之
路 。 随着改革的深入 ，又不断创新健
全激励机制 ，以 “敢为人先 ”的魄力
进行员工持股试点 ， 充分激发科技
骨干持续创新创业的热情和主动
性 。 在持续发展过程中 ，合肥水泥院
不断创新 “四位一体 双元驱动 ”发
展 ， 围绕国家 、 行业政策和客户需
求 ，依靠优质的产品 、优异的服务为
国内外客户提供一站式 、 系统性解
决方案 。 “十三五 ”期间 ，营业收入利
润率实现年均 18%的持续增长 ，累
计研发投入超 2 亿元 ， 综合实力逐
年攀升 。 奋进中的合肥水泥院已逐
步成为极具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性设
备供应商和工程服务商 。

砥砺奋进 谱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扬帆于新时代大潮， 就做劈波勇
进的先行者。

6 月 25 日， 合肥水泥院高端装备
智造园启动仪式在肥东县循环经济园
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合肥水泥院“十四
五” 战略工程———“一园一线一中心”
全面进入建设阶段。

“一园一线一中心”是合肥水泥院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新发展格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布
局，以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地 ”为目标

的高端装备智造“园”将实现产业园由
传统向数字化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以
成为“创新成果示范地”为目标的合肥
南方水泥智能化生产“线”,融入院最新

研究成果，采用全系统智能化、绿色低
碳二代水泥生产新技术， 将建成指标
先进、智能制造、环保节能 、美丽整洁
的绿色示范工厂；以成为“创新研发策

源地”为目标的中国建材 （合肥 ）技术
“中心”将打造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和
水泥技术实验室。 “一园一线一中心”
是合肥水泥院多年发展成果的传承与
接续，亦是“十四五”发展的创新与开
拓，三者相互融合、协同共进 ，构建起
了具有前瞻性的行业发展理念和企业
经营格局。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站在
“十四五”开局的历史节点 ，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合肥水泥院将继往开来、
乘势而上 ， 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 ，以
“为人才搭建平台、 为客户创造价值，
推动全球水泥科技发展”为使命，全面
推进“一园一线一中心”工程高质量建
设和运营，在“双碳”背景下，着力打造
“科研设计为基础、 装备智造为载体、
工程服务为平台、 为用户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四位一体生态链 ，巩固 “科研
提升装备、设计优化工程、效益反哺科
研”的四位一体内循环，筑牢合肥水泥
院高质量发展根基。 力争到“十四五”
末，实现年营业额和利润同比 2020 年
翻一番，建设成为一家世界一流、以水
泥为特色、 无机非金属材料及环境治
理领域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蓝图绘就，奋进的号角已吹响。 合
肥水泥院党委将团结带领企业干部职
工，坚定落实中国建材集团决策部署，
牢记初心使命，守正国企担当，奋力谱
写合肥水泥院创新发展新篇章。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合肥水泥院研发制造的辊压机亮相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

国家级水泥研发基地——————中国建材（（合肥））技术中心。。

自强创业，不忘回馈社会
■ 本报记者 张荷香

干净整洁的中央厨房里， 工人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 走廊上巨大的监控显示
屏能看到车间各个角落， 操作间旁是布
置温馨的女职工阳光家园和写有职工心
愿的纸条……近日， 记者走进淮北市徽
香昱原早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张秀华正在车间检查食品卫生。

今年 56 岁的张秀华，在下岗后，积
极创业， 成长为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安徽
省优秀女企业家”和安徽省第十二届人
大代表。

1999 年，张秀华下岗后在妇联组织
鼓励下创业， 花 3 个多月时间到一些大
城市调研， 多方筹措资金在淮北市办起
一家西式快餐店，舒适的环境、丰富的饮

食以及周到的服务深受市民喜爱。不久，
她又创办了一家中式快餐店。 “我下岗后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走上了自强创业之
路，在赚取第一桶金后，我开始谋划如何
在实现创业梦想的同时， 更好地回馈社
会。 ”张秀华说。

2010 年，淮北市将“早餐工程”列入
民生工程，加大扶持力度。张秀华带领企
业主动参与，中标成为“放心早餐”工程
承办单位。

“一定要让百姓吃得放心、 吃得健
康。 ”张秀华说。

她认真实施早餐工程，无论是原材料
采购、加工，还是成品检验、运输，每个环节
都亲自把关。 公司规定：所有原料必须是
一线品牌；生鲜原料的检验指标、品种部
位不能有一点差错；每天卖不完的产品全
部回收销毁。 专门成立食品安全品控部，

从原料的源头到产品出厂全程监控。
“做早餐工程要有爱心和责任心，早

餐工程利润低、投入大、回报周期长。 我
的成长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扶持，
我要以感恩之心回馈社会。 ”张秀华说，
10 多年来 ， 她始终坚守品质第一的信
念， 把徽香昱原的早餐亭开到淮北各个
角落，包子、手抓饼、生煎……这些遍布
大街小巷、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早点，已
成为淮北市民喜爱的早餐。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淮
北市出现了农民卖菜难、 企业产品销售
难、小区居民购物难等问题。张秀华搭建
线上购物平台，带队下乡收购蔬菜、肉类
等农产品，加班加点组织检测、加工、分
装，配送到市内各个小区门口。当时正值
大雪天气，她每天半夜回到家里，整条腿
都冻麻木了，脚肿得脱不下鞋。由于是以

高于市场价收购农产品， 低于市场价卖
给市民。 为此， 张秀华倒贴了 200 多万
元。即使这样，张秀华还向全市抗疫一线
送去了 13 万多元的食品。

张秀华说 ：“非常时期 ， 群众有困
难，作为党员我必须站出来担当起一份
责任！ ”

多年来，张秀华诚信办企业，用心做
食品， 徽香昱原早餐网点遍布淮北三区
一县，辐射宿州、萧县、砀山等周边市县，
并向北京、上海、济南等 10 多个大中城
市拓展，带动了 1280 名工人就业。 去年
5 月起，张秀华又承担起淮北市 20 多所
中小学校的营养餐供应任务。

作为一名企业家， 张秀华热心公益
事业，先后为困难群众、特殊学校、福利
院、敬老院、植树造林等捐款、捐物累计
1000 多万元。

莫让“拍照搜题”贻害学生
韩小乔

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 》明确 ，线上培训机
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
题”等不良方法。

当前，一些教育类应用软件推出“拍
照搜题”功能，一定程度上帮助家长缓解
了“能力不足，无法辅导孩子课业”的难
题，但由此引发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从软
件自身看，在线提供的答案，平均准确率
不足 60%。从使用者角度看，“拍照搜题”
非但不能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反而会让
学生产生惰性、逐渐丧失思考能力。从教
育者角度看， 学生搜题会影响对学生真
实水平的判定，不利于找出知识漏洞、对
症下药。

虽说能否正确利用搜题功能， 取决
于个人自制力及对搜题软件的使用方

式，但如果不对软件加以限
制，“指导”容易变“误导”，
学生很可能会养成投机取

巧心理。 今年高考中，就有
考生带手机拍摄考卷搜题

而被查处。 此次《意见》明确禁止线上培
训机构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可谓正
当其时。

加强管理、 下架相关软件只是一方
面，学生如果不能摆脱依赖，还会通过其
它方式找学习“捷径”、寻知识“便利”。因
此，既要家长加强引导，积极参与到孩子
学习过程中， 规范孩子对电子设备的使
用，又要学校和老师合理规划作业量，多
布置开放性、探究性作业，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解决问题、创新创造能力，保护学
生的个性化成长。 教育类应用软件开发
者，也要避免唯利是图，从有益于学生成
长角度出发，创新探索更多更好的服务。

唐震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

部、 原宿县地区行署顾问唐震同志，因
病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在合肥逝世，享
年 94 岁。

唐震同志 ，1927 年 11 月出生 ，江
苏盐城人，1945 年 4 月参加工作，194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班
长、乡支书，天长县区长、代区委书记，

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蚌埠地委宣传部
科长，宿县县委组织部长，宿县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 五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五河县委副书记、书记，怀远县委第一
书记，宿县地委常委、地委副书记，宿县
地区行署专员，宿县地委顾问，淮南市
政协主席， 宿县地区行署顾问等职务。
1993 年 6 月离休 （享受副省部级医疗
待遇）。

唐震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 9 时在合肥殡仪馆火化。

荩 7 月 28 日，学生在阜阳市科技馆“智慧创
造”展厅内与机器人“掰手腕”。 暑假期间，建成
不久的阜阳市科技馆开放，吸引了许多中、小学
生前往感受科技魅力。

特约摄影 王彪

荨 近日，在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不少放暑假的学生在此阅读图书，乐享书香。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暑假乐趣多

萧县深入开展“服务送到家”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兰

凯）今年，萧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
务功能和引领作用，强化资源联动，推动
资源下沉，凝聚服务合力，深入开展“服
务送到家”活动，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
公里”。 截至目前，该县已收集群众需求
22000 余项，办结 21700 余项，办结率超
过 98.5%。

萧县建立以村(社区)党组织为平台，
县委政法委、县农业农村局、邮政公司等 5
家单位为主力，其他单位协同参与的共建
互助服务模式，依托群众说事点、服务网
格点，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汇聚整合力量，延伸服

务触角，促进基层管理服务高效便捷。
萧县组建常驻服务队、派驻服务队、

机动服务队等各类 “送到家” 服务队伍
1078 支， 吸纳服务队员 10000 余人，构
建了服务为了群众、服务依靠群众、服务
成果由群众共享的服务格局。 建立为民
服务 “一图三单”(服务项目施工图和需
求登记单、任务交办单、意见反馈单）。依
托“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和“红色物业”试
点、“四送一服” 等活动载体， 组织开展
“每名党员至少为民办一件实事”承诺活
动，建立为民服务“月初承诺、月中践诺、
月末评诺”机制，将承诺、践诺情况纳入
党员星级创评和民主评议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