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简称 “日照钢铁 ”）坐落
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3 月，同年 9 月
28日投产， 创造了冶金历史上
181天出铁的历史奇迹，被誉为
“日钢速度”。 目前，公司已发展
成为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
轧钢、制氧、发电于一体并配套
齐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是中国 500强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12000 余
人，占地 414 公顷，截至目前，
公司共产钢 6200 万吨， 实现
销售收入 2607.9 亿元 ， 实现
利税 487.7 亿元 ， 上缴税金
252.9 亿元。

秉承 “铸造钢铁意志，撑
起爱心脊梁” 的慈善理念，日
照钢铁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
极回报社会。 截至目前，企业
各类社会捐款数额已超过 7.5
亿元。 2012 年 4 月，日照钢铁
第二次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
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
企业”称号，并第三次荣登“福
布斯中国慈善榜”， 同时也荣
获 2012 中国慈善排行榜十大
慈善企业之一。

日照钢铁：
铸造钢铁意志 撑起爱心脊梁
助推经济发展

创造社会财富。 日照钢铁
已形成了板、棒、线、型并举的
产品格局，近年来，集团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鸟巢、三峡大坝、港
珠澳大桥等国家级重点工程。

拉动地方经济。 2010 年上
缴税金 31 亿元，2011 年上缴
税金 39.2 亿元。 公司当地形成
以钢铁为主线的配套产业链。

解决社会就业。 企业有正
式职工 1.2 万余人，此外，厂内
包括十几家劳务公司和上百家
外协、 外委单位的员工总数共
计 2 万余人。不仅如此，企业通
过在周边地区发展钢铁延伸行
业的带动，解决大量人员就业。

保护生产环境

投资循环经济， 获取环境
收益。 日照钢铁在节能环保循
环经济方面已累计投资 30.20

亿元。 2011 年，企业被评为“循
环经济调研示范基地”。

推行清洁生产， 打造绿色
日钢。 公司在各生产设备的产
污部位均安装了高效环保设
备， 有效的控制了烟尘和污染
物排放。

降低工序能耗， 实现节能
减排。 各工序均采用先进节能
工艺， 使各工序能耗指标处于
行业领先水平。

关注员工成长

2007 年扩建职工医院；公
司先后共在厂区建设配套齐全
的宿舍楼，职工食堂等。 同时，
还在日照市区开发两个住宅小
区面向职工低价销售。

救助基金会是日照钢铁关
爱职工的亮点工作。自 2008 年
救助基金会成立以来， 基金会
共筹得爱心捐款 79.06 万元。
帮助 57 名困难职工渡过难关。

爱心播撒天下

公司各项公益事业方面的
社会捐款数额已超过 7.5亿元。

抗震救灾 2007 年，公司
为新泰煤矿透水事件捐资 100
万元。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日照钢铁集团发起“千人献血、
万人捐款”活动。公司向全国工
商联捐款 1 亿元； 向山东慈善
总会捐款 3000 万元；向日照市
慈善总会捐款 1000 万元；组织
员工向岚山红十字会捐款 253
万元； 向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
展基金会捐款 650 万元； 员工

特殊党费捐款 56 万元；向中国
儿童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
4000 万元。 当地医院、学校、福
利敬老院等单位获得日照钢铁
善款支持。

2010 年，在青海玉树抗震
救灾活动中， 日照钢铁捐款
5000 万元；为甘肃舟曲泥石流
灾害救灾捐款 600 万。

为 712 名地震孤儿重建
温馨家园 日照钢铁另外向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资近 1.6
亿元， 用于四川灾区 712 名孤
困儿童的转移安置和四川双流
“安康家园”项目建设，日照将
持续资助抚养这些孩子直至完
成最高学业。

日照钢铁又决定捐资 1 亿
元在成都双流捐建一所永久性
的“安康家园”和中小学校。“安
康家园” 成为全国最大汶川地
震灾区孤困儿童安置基地。

热心医疗教育事业 公司
先后向日照数所学校捐资 200
万元。每年“六一”儿童节，公司
为当地学校捐款物 13.6 万元。

2007 年，向中国医药卫生
事业发展基金会捐款 1 亿元；
2008 年，向山东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捐款 20 万元；2009 年
起向上海增爱基金会先后捐款
6200 万元；2011 年， 向儿童少
年基金会贫血儿童捐款 2000
万元； 向吉林省歌剧事业捐款
2000 万元；2012 年， 向山东省
爱心助残单位捐款 30 万元。

扶持对周边及贫困地区
日照钢铁每年为周边农村
5000 多名年满 60 岁以上的老
人每月发放 50 元的生活补助。
共发放驻地农村的老人生活补

助金 1186 万元。
自 2006 年开始，每年为驻

地周边高考升学学生发放助学
金，至今共发放 470 万元。

2011 年，一次性向虎山镇
官山路社区捐款 3000 万元。

2011年日照钢铁积极参加
中国光彩会西部扶贫帮扶活动，
向贫困地区捐款 1500万元。

荣获慈善至高褒奖

2008年 5月 19日，被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办公厅授予

“抗震救灾捐款 捐赠证书”。
2008 年 12 月， 被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授予“抗震救
灾先进集体”证书及奖牌。被中
国医药卫生事业基金会授予

“支持公益事业 心系百姓健
康”证书及奖杯。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
证书及奖杯。

2009 年被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授予“公益明星企业”，
并颁发了奖牌。

2010 年 11 月， 被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授予“中国儿童慈善
奖”，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2011 年，被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评为中国儿基会成立 30 周年
中国儿童慈善奖-杰出贡献
奖，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2012年 4月， 公司第二次
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
奖———最具爱心捐赠企业”称
号，第三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慈
善榜”，同时也荣获 2012中国慈
善排行榜十大慈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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