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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7月 25日，进入开封市天赫
实业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犹如步
入一个花园：绿草如茵鲜花争
艳，满园花香引得蝴蝶蜜蜂飞
舞。

置身这样的环境，谁能想
到，这是一个以牛、羊皮加工为
主的企业。

公司总经理陈海霞，今年39
岁。20岁时，陈海霞跟父亲到广
州进行牛、羊皮销售市场的开
发。在外摸爬滚打了 10 多年
后，钱挣了不少，“我就想能为家
乡做点什么。”陈海霞说。

2010年5月，陈海霞回到了
家乡——开封市顺河区东郊乡
张庄村。

经过努力，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陈海霞对一个废弃的
工厂进行了整修。同时，金融
部门也向陈海霞伸出了援助之
手，解决了资金问题。2012 年
5月，陈海霞的开封市天赫实业
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员工200多人，90%是
张庄村的村民。“看到父老乡亲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也就心满
意足了。”陈海霞说。

经营牛、羊皮的收购、加工，
必须把好环保关。公司找国内
知名环保设计企业进行设计，同
时，污水处理由上海一家上市企
业托管。目前，公司环保投入累
计达4000多万元，“每处理1吨
污水，成本 10 元！”陈海霞说，

“但我绝不卖出一个带有污染的
产品！”

2015 年，公司营业规模突
破7亿元。“这个数字看着不小，
但我更看重让家乡的百姓一起
富裕。”陈海霞说。

返乡6年，陈海霞除了忙着
开发市场，更多的精力是关注社
会公益事业，仅在当地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关爱留守老人儿童等
方面就投入上百万元。

2013 年，陈海霞荣获开封
市顺河区“身边好人”称号，连续
3年被开封市授予“工业强市优
秀企业家”称号。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
生 袁楠）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
口增幅出现调整，但食品农产品
出口继续高歌猛进。7 月 26 日，
记者从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获悉，上半年我省共检验检疫出
口食品农产品 15609 批次、货值
8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4%和
21.2%。其中茶叶出口 1.6 亿元、
出口货值是去年同期的 5.7倍，成
为上半年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商
品。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出口的食品农
产品主要来自南阳、信阳、三门峡、

商丘等地。主要品种包括食用菌
（香菇、木耳等）、木材（木板、木制
品等）、水果（苹果、梨等）、食品添
加剂（乳酸、甜蜜素等）、蔬菜（大
蒜、脱水蔬菜等）等。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我省出口
货值较大的产品有：食用菌及制品
40.2亿元、木材及制品8.6亿元、水
果及制品6.99亿元、肉类5.4亿元、
蔬菜及制品 4.2 亿元、鬃羽制品
2.06亿元、蜂产品 2.05亿元、皮张
1.73亿元、茶叶1.6亿元。

据介绍，我省食品农产品主要
出口至东盟、日本、韩国、美国等
地。③5

□本报记者 郭海方

7 月 26 日早上，76 岁的双汇创始
人、万洲国际董事局主席万隆像往常一
样，绕着位于漯河的双汇总部大楼缓缓
散步——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多
年。略有不同的是，这几天，双汇总部
大楼前，“热烈祝贺双汇母公司万洲国
际进入世界 500强”的标语甚是新鲜、
喜庆、夺目。

就在几天前，万洲国际有限公司以
营业收入212亿美元，上榜《财富》世界
500强第 495位，成为我国唯一上榜食
品企业。

从一个资不抵债的小厂到全球行
业老大，再到如今跻身世界 500强，32
年间，双汇如何华丽蝶变？

放眼全球：
一把杀猪刀“杀”出国际水平

从 1984 年的漯河肉联厂到 2007
年双汇国际产权重组完成，双汇踏准改
革节拍，国际化之路越走越宽。2012
年，双汇集团把65.5亿元净资产的肉类
及相关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双汇发
展，实现肉类资产整体上市；2013年，双
汇国际（后更名为万洲国际）以71亿美
元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美国
史密斯菲尔德，改变了世界猪肉行业格
局；2014年，万洲国际整合中美欧 100
多家所属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有
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如今，双汇控股母公司万洲国际，
通过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运营业
务，业务辐射全球40多个国家，在生猪
饲养、屠宰和肉制品深加工三大领域均

排名全球第一。万隆当年那句“一把杀
猪刀，要杀出国际水平；不带一分钱，也
能走向全世界”的豪言壮语成为不争的
事实。

万洲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猪肉食
品企业，正是从漯河，从河南，一步步发
展壮大，走向世界。

创新转型：
双汇最重要的基因

常逛超市尤其是双汇专卖店的消
费者会发现，近一时期，不少超市都增
设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肉制品

“店中店”或专柜。
2015年起，双汇发挥中美企业协同

效应，建成投产了郑州双汇美式工厂和
上海双汇西式工厂，生产高品质的美式
产品，彰显了双汇肉制品“由高温向低
温转变、由食品向食材转变、由传统产
品向西式产品转变”的持续创新思路。

纵观双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们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企业始终走在
创新前沿，在引领行业发展上步步为

“赢”。
从1992年2月10日，生产第一支双

汇火腿肠，到2000年第一条冷链分割生
产线建成投产。双汇创新转型，永不停
步。在利用国际金融资本壮大实业的同
时，今年6月，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开业，双汇进军金融行业。业内人士
认为，这在双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必将再造双汇新业态。
无疑，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早已

成为双汇最重要的基因。
“进入世界 500强，是企业发展的

里程碑。我们要把它作为新征程的起
点。”日前，万隆专门致信全体员工和广
大客户表示，“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加
快推进全球化战略，持续提升竞争力，
使万洲国际及其下属公司向更高的发
展阶段迈进，为社会、员工、客户和投资
者创造更大价值。”

作为从河南发展起来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万洲国际必将凭借其领先的
产业链优势和有效的国际化经营管
理，为河南、为中国、为世界带来更多
惊喜。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张智
富）7月 25日，从郑煤集团传来好消息：
6月份，郑煤集团 12家生产矿井中，新
郑煤电公司、白坪煤业公司、杨河煤业
公司、芦沟矿、超化矿、米村矿、教学二
矿等7家矿井扭亏为盈，实现盈利1848
万元。

当前，国内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
炭价格长期在低位运行，在这样的严峻
形势下，郑煤集团7家生产矿井如何做
到扭亏为盈？答案就在于该集团一企
一策“分兵突围”，深化改革降低成本。
数据表明，郑煤集团今年6月份吨煤完
全成本比 2014年同期下降 114.78元，

降幅达26%。
降成本首先要解决“人往哪里去”。

今年2月份，芦沟矿率先开展劳务输出尝
试，首次选聘14名优秀机电维修工到登
封华润电厂工作，并逐步成为新单位的骨
干。这是郑煤集团积极稳妥安置分流富
余人员的一个缩影。本着“精干、高效”原
则，郑煤集团撤销合并集团机关部室10
个，精简基层科队室196个，精简科队管
理岗位2167个，转岗分流职工8443人，
为773人提供外部拓展就业，给富余人员
找出路、找活路，有效推动了郑煤集团降
本增效和职工稳定工作。

材料管理是成本管控的“重头戏”。

新郑煤电公司算好“消耗定额、修旧利
废、技术创新、设备管理”四笔账，把材料
成本控制在核定计划指标之内，并对超
出部分按制度进行处罚。白坪煤业公司
强化推进内部市场化运作，制定了采煤
作业中心等12个作业中心共3019道工
序的成本定额，上半年就节约材料费
550多万元。

郑煤集团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在企
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在各生产矿井中
全面推广运用以“煤巷锚网支护”为代
表的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新技术的运
用使郑煤集团煤巷掘进支护材料成本
每米降低5128元，每年可节约资金2.2

亿元，在全集团掀起了“推行新工艺、降
低工程成本”热潮，降低了职工劳动强
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7家矿井通
过多种措施持续降低成本实现扭亏为
盈，更加坚定了郑煤集团广大干部职工
打赢企业改革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郑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连海表
示，未来三年，集团将以全面深化改革
为契机，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尽最大努
力止住“出血点”，转化“拖累点”，厚植

“增长点”，全面深挖效益源，确保实现
整体减亏、扭亏、盈利的目标，重新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③5

创新助双汇冲进世界500强
——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跻身行业巅峰之路回眸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7月
25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卫辉市
春江水泥公司投入9700余万元启动的
粉尘提标改造、新建15万吨熟料库和
全封闭式煤棚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其中，投资6000万元建设的15万吨熟
料库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熟料储存库，该
库的投入运行实现了熟料全部封闭式
入库堆放，有效控制了扬尘污染。

当天上午11时34分，在春江水泥
有限公司的中控室，记者看到这样一组
环保指标数据：颗粒物：14.9mg/m3；
二 氧 化 硫 ：2.5mg/m3; 氮 氧 化 物 ：
242mg/m3……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金
国典告诉记者，这些数值都远远低于
环保部门要求的排放标准。

据悉，卫辉市春江水泥有限公司是
我省第一家在窑头、窑尾全部采用袋式
除尘器的企业。今年以来，春江水泥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与相关专业研究院以
及大型专业水泥企业合作，按照“严于
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水平”的环境治理
标准，制订超低排放提标改造方案，为
环境保护投入9700余万元。

“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
是企业应尽的责任。”春江集团董事长
裴春亮表示，只要能助力环境改善，花
再多的钱都值！③5

新乡一民企
投资近亿元治污

止住“出血点”转化“拖累点”厚植“增长点”

郑煤过半矿井扭亏为盈

陈海霞
让乡亲在家门口挣钱

上半年我省出口
食品农产品87.9亿元

□贺德良 周生荣 摄影报道

7月 20日，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联
合研制的新型钻机在兰考石油基地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钻
井行业绿色储能的空白。投入使用后每月可节约柴油40吨，
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达40%。⑨1

▲工人正在组装新型钻机。
◀技术人员在检查识别电机控制技术。

新型钻机环保高效

（上接第一版）
省政府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分析说：“这些重点项目集中在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供给方面，起到补短板、调结
构、惠民生的作用，是稳定我省经
济运行的有效投资，具有很强的关
联效应、乘数效应和结构效应。”

有效投资对消费和就业都有
很强的带动作用。新常态下，各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积极推进省重
点项目建设，全部完成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的目标，为稳定地方经济运
行注入强劲动力。尤其是鹤壁、漯

河、郑州、濮阳等市和巩义、永城、
汝州、兰考、邓州等县（市）年度投
资完成率达到60%以上。

省、市、县三级联审联批工作
机制，降低了重点项目承建企业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联审联批完成率
达到80%以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市
场主体的创造力和内生活力。

省重点项目办要求，要进一
步加快工作节奏，加大督导、协
调、服务力度，在确保质量安全的
前提下，全面掀起项目建设高潮，
确保全年建设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③4

上半年省重点项目
建设进度超预期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7月 26
日，记者从鹤壁市发改委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该市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431.1亿元、增长16.6%，较一季
度提高 4.8个百分点，增速全省第
三，较一季度提高 11个位次。从
结构上看，第二产业仍然是拉动固
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共完成投资
283.45 亿元、增长 29.7%，高出全
省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

据介绍，上半年以来，鹤壁紧
抓春季、麦收后有利时机，举行了
两次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共开工了
183 个市县区重点项目。工业方
面，开工建设了总投资 21亿元的
浚县现代农业智能装备制造与技
术协同创新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
资20亿元的江苏万城集团屯子镇
新能源产业园项目；服务业方面，
开工建设了总投资40亿元的天中
房升龙广场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的万达集团万达城市广场项目；农

业方面，开工建设了中鹤集团6万
亩高标准粮田及配套工程。

为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破解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今年 6
月，利用省发改委、省金融办等单
位组织的21家省级金融机构服务
重点项目鹤壁行活动，鹤壁市共
有 29 个项目达成 42 亿元贷款合
同或意向。同时，鹤壁市还设立
了 100 亿元的发展投资基金、10
亿元的食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等，与省投资集团、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等多家投融资公司和金融机
构全面开展合作，拓宽了项目融
资渠道。上半年以来，鹤壁市对
停产半停产项目，采取成立专项
攻坚小组、落实完善担保措施、注
入适量帮扶资金、账户实行封闭
运行等措施，帮助一批项目复工
和加快建设，解决了132个手续办
理、用地盘活、经济纠纷等项目建
设难题。③3

鹤壁固定资产投资
快速增长

32年间的华丽蝶变
双汇

万隆当选漯河肉联厂厂长，“双汇”大幕拉开

1992年
第一支“双汇”牌火腿肠诞生，双汇集团
跨入国内肉类加工业前三强

1984年

1994年
漯河肉联厂与香港华懋集团合资，双
汇集团组建

1998年

1999年

开始股份制改造，“双汇实业”A股股票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双汇第一家连锁店开业，结束了我国肉类
没有品牌的历史，改变了几千年来走街串
巷、“一把刀、一杆秤”设摊卖肉的营销模式

2000年
双汇第一条冷链分割生产线建成投产，冷鲜肉的
品牌由此打响，国内屠宰业开始革命

2006年
开启国有产权转让和战略重组，实现国有
资产增值13.43亿元

2013年
双汇国际以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
猪肉食品企业美国史密斯菲尔德

2016年 跻身世界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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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
创业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