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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翟文

小“铁匠”站上行业巅峰

今年48岁的翟文，常和儿女们念叨，人的才能是
参差不齐的，但首先得把“人”做好。翟文，原名翟文
善，父亲当年为他取此名，正有希望他崇德向善之意。

“做人既要‘善’，也要‘信’。”翟文深信，善良和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将他人放在心中，真心实意
地对待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在安阳市众多中小企业中，员工一日三餐均由
公司免费提供，花样众多，营养搭配均衡，唯合力创
科一家；公司成立以来，无论陷入多难的境遇，翟文
从未拖欠过员工工资；他的亲朋好友包括公司员工，
无论谁有了困难，翟文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一次，一家原料生产厂因年关资金紧张，向翟文求
助。在未收到产品的情况下，翟文二话不说，主动将
一半款额提前打入对方账户。

正因为此，当他创业遇到困难时，几位朋友慷慨
解囊助他渡过难关，上千万元款额都无需“打条”；合
力创科数十名老员工始终不离不弃追随着他，与公
司共沉浮、同进退；各行各业凡与翟文打过交道者，
提起他都交口称赞。

当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普遍亏损严重，
不少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但对翟文和他的合力
创科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求存”，而是“做
大”。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就先后与上海股权交
易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投天仙基金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惠银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灵（天津）融资
租赁公司等洽谈合作事宜。翟文告诉记者，目前合
力创科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资源整合，跨界合作，把
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产业化发展，让合力的
产品惠及更多的城市，造福更多的百姓。

“和更专业的优秀团队合作，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在全国布局，推广我们的产品，把企业做大做强。”翟
文笑着说，“到时候我就能回到轧线，继续我的‘钢
铁’梦。”

凭着这股对钢铁的痴迷劲儿，翟文，这个当年12
岁的小学徒，逐步成长为安阳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安阳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并多次参与起草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

作为“中国建筑之乡”的林州市，建
筑企业众多，项目遍布全国各地。能否
全面推开营改增工作，决定着林州建筑
业或涅槃重生或沉寂下去。林州市国
税局面对挑战，迎难而上，发挥专家团
队的作用，主动开办“流动课堂”，到林
州建筑企业集中的城市上门服务，帮助
企业做好应对、规范核算，确保了全面
推开营改增工作在林州的全覆盖、无遗
漏和接得住、管得好。

“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修建，不但解
决了林州市（林县）人民的生存生活问
题，更造就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十万大
军出太行”叫响“林州建筑”品牌，“林州
建筑”不仅在国内市场风生水起，还开
辟了南非、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境外市
场。2015年，林州市建筑业完成税收
11.5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的1/2。在
林州，全市近 60%的农村青壮劳力从

事建筑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得
益于建筑业，居民存款余额的 60%来
自建筑业。建筑业已成为林州市的基
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林州市
也由此成为全国第 28个、我省唯一的

“中国建筑之乡”。
全面推开营改增工作的成功与否，

不仅决定着林州建筑业的前途命运，更
会对林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面对挑战，林州市国税局本着

“工作争主动、服务优环境”的要求，提
前谋划，主动跟进，以“两学一做”为契
机，发挥全省首家纳税服务专家团队的
优势，变“坐堂问诊”为“上门巡诊”。营
改增“集结号”一吹响，专家团队、党员
先锋队就积极行动起来。在本地组织
好内外部培训之外，他们还到林州建筑
企业集中的郑州、信阳、太原、天津等城
市，上门集中讲解政策、辅导业务，把

“流动课堂”开到企业常驻地和项目现
场，真心诚意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仅
3-5月份，该局就举办“流动课堂”60
余场次，6500余人次接受培训，使众多
企业在短时间内熟悉和掌握开票、申报
等营改增主要业务。

谈到营改增，在郑州办公的林州企
业，河南大成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玉增激动地说：“我们的业务今年能
增长很快，得益于营改增，更得益于国
税局的周到服务。营改增后，国税局的
专家团队几次来郑州，面对面、手把手
地给我们讲解辅导；国税局还和金融机
构签订了‘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让
我们这些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解决了
资金周转的难题。”成为一般纳税人后，
大成劳务的业务量增加了，用工单位增
加了进项抵扣税款，派遣劳务人员的权
益得到进一步保障，可以说是一举多

得。“中铁、中建、万科、碧桂园等用工量
大的‘大块头’企业，和我们的联系更紧
密了。这不，才三个多月，我们的合同
用工金额就超过2亿元。”说到此处，王
玉增很是兴奋。

为更加方便建筑企业，该局还建立
了从一把手到具体管理人员参与的共
40多个“联系服务建筑业微信群”，打
造“掌上课堂”，及时推送政策法规、涉
税资讯、业务指南、风险提醒。企业老
总和财务主管如果遇到疑问和困难，在
群里提出，也都会得到精准、及时的回
复。林州建总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李怀增通过微信向该局局长裴社奇表
示感谢，他说：“营改增是一项新的改革
尝试，我们财务人员知识薄弱，肯定会
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感谢贵局近段以
来的大力支持。同时希望在今后的工
作中能继续得到你们的关怀和帮助！”

利用网上办税厅为在外项目开具
《外管证》，让企业更省时省力，是林州
国税的一项便民举措。同样在郑州办
公的河南瑞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郭建华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我们派
人专门跑税务，仅《外管证》每月就要跑
好几趟，好多时间都花在路上。今年7
月份，国税局开出的第一张网上《外管
证》就是我们公司的。现在，国税局还
设专人常驻郑州，巡回辅导我们这些常
年在外的企业做好发票开具、纳税申报
等日常业务，并为我们在规范会计和税
收核算方面提供帮助，服务真周到。”

林州国税还架设专线，指派专人进
驻林州市总部大厦，并与地税局互派人
员进驻对方大厅，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目前，林州市国税局仅市区就有三
处办税地点可以为建筑企业提供日常业
务的办理和服务。截至9月底，在林州市

国税局登记的建筑企业已达547户。
此外，林州国税的“流动课堂”不仅

开到了企业，他们还联合地税局、建管
局到林州市党政综合楼、各乡镇所在
地，利用夜校、周末班等方式，为党委政
府领导、职能部门等讲解营改增对林州
经济社会的影响、政策的具体内容、实
际运行中相关部门应关注和配合的主
要事项等，在当地形成了全市上下关注
营改增、支持营改增的良好氛围。林州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该局上下齐心、
主动作为、敢打敢拼、服务大局，保证营
改增平稳推进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

“十万建筑大军为林州富民兴市和
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建筑大军征
战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就要跟进到哪
里，真正让党委政府放心，让纳税人满
意！”裴社奇说。 （王向武 李广军）

林州建筑征战到哪里 国税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安阳市卫计委倾力打造

“双固定专家义诊”平台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马启飞）为
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
药店的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近日，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相关科室
（单位）成立考核组，对全市 87家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和
273家市级定点零售药店进行了年终考核。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安阳市人社局对存在违规行为
的安阳长青医院、开发区银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20家
定点医疗机构，以及安阳乾康昇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格
林药房、安阳市嘉兴堂大药房、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
有限公司等23家定点零售药店分别作出终止服务协议、
停网整顿、扣除质量保证金等行政处罚决定。

近日，安阳市农机局在内黄县城关镇东长固村举行
全市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现场会。现场，来自多家企业
的农机对花生整地、收获、植保、秸秆打捆等生产全过程
进行了机械化作业演示，吸引了周边众多农民前来观
看，取得良好示范效果。

本报通讯员 刘肖坤 摄影报道

花生种植全程机械化
真给力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朱晓涛）10
月 22日，由安阳市卫计委组织的“双固定专家义诊”活
动，在安阳市民之家如期举行。活动吸引了安阳市区及
周边县（市）区有就诊需求的群众慕名前来寻医问诊。
仅当天上午，义诊活动受益人数就达400余人，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双固定专家义诊”平台是由安阳市卫计委组织，17
家市直医疗卫生单位派出医疗专家，每周六上午9时至
12时，在市民之家一楼大厅开展的大型义诊活动，为群
众提供常见疾病诊断、健康体检、健康咨询等服务，旨在
方便群众就医，提升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让广大
群众受益。该平台今年5月21日正式启动以来，已连续
开展义诊活动20次，受益群众达7500人次。

安阳市人社局

规范医疗服务动真格

◀ 有了秸
秆打捆机，
真方便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陈学彦

在冷轧业界，他被誉为“民间走出来的土专家”，他的创新，多次填补我

国冷轧高强钢筋领域的空白。

缘于一份热爱，他从一个小“铁匠”起步，最终站上行业巅峰；只因一份

执着，他把安全、美观的高强钢筋用在高层建筑，送入千家万户；他潜心钻

研技术，攻克业界难题，受到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他开发出

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线，带领企业站上行业巅峰。

他叫翟文，安阳合力创科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外表文质彬彬，谈吐内敛温和，看起来很有“儒生”气质的翟
文，认为自己和钢铁有缘，靠“打铁”起家。

“三间火烤烟熏屋，一个千锤百炼人。炉火通红铁水溅，锤
头叮当为人忙。”翟文家在安阳县北郭乡南郭村，从曾祖父起，家
里就经营着村里的铁匠铺。翟文的祖父、父亲也都是铁匠师傅，
他总是笑称自己是翟家铁匠铺的第四代传人。

叮当叮当的清脆打铁声、炉火中涌动的金色火花，是翟文儿
时记忆中最美妙的场景。“依靠一座铁匠炉、一把铁锤、一只风箱、
一个铁砧头，爷爷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农家用具。”他回忆说。

翟文是长子，12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当学徒。白天在铺里“抡
大锤”，夜里经常三四点就从床上爬起来，独自一人摸黑骑上自
行车，带上自家打好的各种铁农具，去几十里外的村镇赶集。

1989年，改革的大潮风起云涌。21岁的翟文，正是敢想敢
试的年纪。他劝说父亲，将家里的铁匠铺升级为“小轧钢”。守
着安钢这棵大树，传统铁匠铺吃上了“钢铁饭”。

当时他们主要生产直条钢、冷拔丝，由于机械化程度极低，
“直条钢”全部由手工完成，一不留神便会被烧红的钢条烫伤。
直到现在，翟文的双腿还满是当年烧伤的疤痕。

2005年，有了一定基础的翟文和弟弟翟武一起创建合力公
司，生产冷轧带肋钢筋。当时的产品主要销往县乡供农村盖房
使用，因为比别人的强度都要高，外观也漂亮，合力的产品在市
场上十分走俏。

谁知当年年底，因为强度过高，延性不够，产品经市质监局检
测认定不合格，“当时我们都懵了，以为钢筋就是越硬越好。”翟文
回忆说。后来，对照国家标准，改进质量，产品合格了，大家也松
了口气。但翟文却和“如何提高冷轧钢筋延性”较上了劲儿。

普通的冷轧钢筋强度高、延性差，造成的结果就是太“脆”，
容易断裂。这也是大家对冷轧钢筋诟病的一个原因。

“汶川地震中，大量的伤亡来自房屋（民房和公共建筑）倒
塌。如果发生地震时钢筋不断裂，房屋就不会倒塌，或者晚点倒
塌，这样就有更多人有机会生存，或者能够赢得逃生的宝贵时
机。”翟文说，2006年年初，他们就开始把目光瞄准了提高冷轧
钢筋延性这一业界难题。

“延性提不上去，能不能借鉴热轧方法进行加热？怎样进行
在线加热？怎样才能使钢筋受热更均匀？……”面对研发路上
的“拦路虎”，翟文仿佛“魔怔”了一般，他和公司技术人员一起，
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离车间，潜心
研究工艺技术。

不断探索，屡败屡战。翟文感叹：最初的探索非常艰难。
2007年，翟文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将冷

热轧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条全新的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线。这
条生产线工艺设备布局合理，运行稳定，速度可调，操作方便，实
现了自动化、连续化作业，生产效率比原来的设备提高一倍。

2007年 8月，翟文带着自己研发的新产品走进国家建筑钢
材质量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力学性能全部达标，延伸率比国家标
准提高50%。

有着“中国高强钢之父”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对
此兴奋不已，称赞这一新品不仅提高了钢筋的综合性能，丰富了
钢筋品种，还节省了工程用钢量，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环境
保护效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有邻博士更是称许“合力所
走的路是成功的，你们挽救了冷轧带肋钢筋这个行业。”

10月10日，记者步入位于安阳高新技术开发区
的合力创科生产车间，只见车间宽敞明亮，整洁干
净，秩序井然。一盘盘直径1米左右，1.2米高的“光
圆”钢筋通过自动上料机“走”上生产线，通过轧制、
热处理，经过吐丝机，一条条明光锃亮的高强带肋钢
筋盘旋而出，经过集卷整形后，在成品输送通道上流
转入库……

“从上料到打包入库整个过程一次完成，处理一
卷直径 8毫米、重 2吨左右的盘螺钢筋只需四五分
钟。”公司质检部部长高俊河自豪地说。

2010年隆冬时节，翟文提出研制第六代高速盘
螺生产线的战略构想。当时的业内最高轧制速度是
200米/分钟。“能不能再快点？”翟文将轧制速度的目
标提升到1000米/分钟，业内人士都认为他疯了。从
2011年 8月着手设计，到 2013年 2月 28日试车出
材，再到2014年8月优化提升改造成功，他们整整用

了三年时间。
上料、回火、吐丝，每一个环节都看似不可能攻

破，研发一度陷入死胡同。为了打破僵局，翟文以车间
为家，不分昼夜，亲自连续跟班蹲点，观察现场情况，接
连研制出新型的立式上料机、顶交45°冷轧机、冷轧
超低温吐丝机。生产二部部长尹海庆说：“翟总白天处
理公司的事，晚上穿个军大衣守在技改现场，光这一点
就令人钦佩不已。”

其间，翟文背上生了个疮，一动完手术，他就又
上了轧线。翟文的大女儿翟晨旭说：“老爸一点都不
像老板的样子，整天泡在车间里，全然不顾自己大病
初愈的身体。”

到2014年年底，第六代“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盘
螺生产线”轧制速度提高到1000米/分钟，成为目前
世界上冷轧速度最快的冷轧带肋钢筋生产线。翟文
和他的合力创科也由此站上行业巅峰。

攻克业界难题B

站上行业巅峰C
铁匠铺的小学徒A

◀ 花生联
合收获机
展示

日新月异的安阳合力创科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