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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企业家应有大作为
——安阳“两会”期间11家知名企业负责人话发展、论担当

今年，是安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一个重返，六个重大”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

所谓一个重返：就是今后五年，安阳市要克难攻坚，砥砺拼搏，努力使全市综合经济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蓝图催人奋进，使命重于泰山。在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急行军中，企业界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刚刚闭幕的安阳市“两会”上，不少企业家纷纷表示：要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为安阳市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献策尽力。同时他们呼吁——

科研成果 加快转化
安阳合力创科冶金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翟文

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淘汰落后产能，清除
违法违规产能，清除“地条钢”，是2017年钢铁
行业去产能的主要任务。这为以合力创科为代
表率先完成转型升级的先进企业，廓清了前进
的道路。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新
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这是合力创科在推广应
用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过程中遇到的新课题，
也是面临的新机遇。

2017 年，合力创科将会有一连串的大动
作：500亩装备制造园开工在即，为后续发展注
入新动能；设备租赁、销售的合作经营模式将在
全国建厂推广；主导成立产业协会，引领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力促与实力雄厚的资本
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国内市场，并聘请王志纲工
作室（智纲智库）对合力发展进行全方位的规
划；继续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合作，开发新品
种，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与先进制造单位合作，
引进最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与设备，使生产技
术装备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上下游企业
加强合作，乘借其资源、品牌和销售渠道，做大
规模，做强实力。

深耕专业 自主创新
河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乐建勇

未来产业的引擎肯定在生物医药和智能
化产业两个领域。而生物医药产业的引擎将

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创新
是生物医药领域不变的主题。作为一家上市
公司，我们也会顺应发展趋势，不断强化发展
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进一步提高产品
质量。

2017年，河南科伦毫无疑问会继续在医药
领域深耕下去，秉承“科学求真，伦理求善”的
理念，在集团“三发驱动”战略的引领下，坚持
科学发展和创新发展，争取主导产品“可立袋”
产销量达到 6000万袋，力争在全省范围内推
广使用，实现年营业收入 2.6 亿元，利税 3000
万元。同时，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
新产品塑料小水针项目的开发和研究，全面提
升公司整体创新水平，为公司保持行业内领先
地位，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安阳重返第一
方阵。

发挥优势 多元发展
中部易商谷电子商务产业园董事长 马永平

经济新常态下，新的渠道、新的模式、新的
业态不断崛起，“电商”之间的竞争更趋白热
化。2017年是“易尚谷”三大板块齐发力的一
年。

进军“能源”市场，在安阳建设两座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站及配套管网设施，配备1500kW
内燃发电机组发电，优化天然气利用，发挥对电
网和天然气管网的双重削峰填谷作用，增加能
源供应安全性；计划将由易商谷设计研发的社
区物业生活服务电商平台——易商网城，覆盖
本市 100个小区，注册近 10万个家庭用户；此
外，着力打造易商谷一站式仓储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智慧云仓，为商家提供出入库数据分
析、库存查询、订单管理、拣配货、快递选择等多
项实时服务，提高与合作商家和电微商的仓配
执行效率，在增加自身效益的同时，最终实现仓
储智能云端管理。

瞄准一流 做大做强
林州市光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伟

我国电子级玻纤工业在经历了试制起步、
国外引进、扩大生产几个阶段后，已经形成规
模，成为世界电子级玻纤第一生产大国，但仍然
不是技术强国。

历经三年发展，光远已成为安阳市产业转
型升级的代表性企业，具备了和世界一流企业
竞争的实力。2017年，我们提出打造规模、技
术、产品“三升级”的发展规划。规模升级上，全
面启动电子纱二期、电子布三期、高性能绝缘材
料等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建设，计划明年5月
份全部完成，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
质；技术升级上，筹建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具备
竣工使用条件，充分发挥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载体优势，搭建行
业范围的产学研平台；产品升级上，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条，研发生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
覆铜板，填补我省空白，真正把电子材料产业做
大做强。

整合数据 升级服务
方快锅炉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海庆

我国锅炉行业，一直以来缺少翔实的实验
数据，多数企业都是模仿发达国家的产品，造成
国内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利于
我国清洁锅炉行业发展。针对这一现状，我们
投资3000万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清洁锅炉研
发实验室，通过实验数据对比分析，掌握其核心
技术来优化锅炉的设计和制造，不仅要低碳环
保，而且更要高效节能，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建
成投用。

眼下，很多锅炉生产企业重前期安装，轻后
期管理。我们拥有一套锅炉远程监控系统，并
建立了国内唯一的锅炉大数据库，集成了对锅
炉运行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以及对锅炉运行
情况的智能分析。用户通过动画，实时掌握锅
炉状态，及时发现锅炉潜在的问题，保证了锅炉
安全经济运行。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服务，通过
签订服务外包协议，让用户从产品设计、制造、
运行等各个环节，都体验到全方位的细致管
理。此外，我们还要引进MES系统和智能机器
人，打造智能化制造生产线。

开拓链条 确保质量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安阳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总经理 牛斯源

随着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食
用油行业的竞争将成为品牌食用油之间的竞
争。食用油企业唯有开拓产业链，将油料仓储、
贸易以及加工、配送各个产业链环节打通，才能
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合格产品是保障企业发展的前提，优
质产品是推进企业壮大的保证。2017年，阳光
油脂将根据市场不同类别的消费需求，进一步
优化生产工艺，促进产品多元化、品牌化发展；
加大信息化监管投入，透明每一道生产工序，全
面确保产品指标稳定合格，让百姓吃上安全放
心的食用油；加快仓储批发物流及玉米淀粉加
工仓储项目建设，依托产业集聚区铁路专用线
优势，投资10亿元新建二期仓储批发物流及三
期玉米淀粉加工仓储项目，在优化公司铁运快
递环境、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对外开发粮
油配送快递业务。争取三到五年内，将公司打
造成为集生产、加工、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
豫北粮油综合生产基地。

进军高铁 打造高端
安阳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中喜

国家铁路局公布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3.5万亿至3.8万亿

元，受益于高铁运维的高效化、自动化等要求，
铁路配件中的高端产品需求量也将快速释放。
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提出打造高铁

“配件库”的战略目标。
主断路器是高铁上一个高端配件，以前全

依赖进口。年初，我们研发的主断路器成功完
成了30万公里安全运行的上道试验，成为全国
唯一一家拿到生产许可证的公司，今年计划订
单有 300台到 500台。前不久，行业技术专家
已进驻我公司，共同研发更多高精端产品，全年
计划完成4个产品进入高铁市场。同时，计划
用三到五年时间研发轨道打磨车，图纸已经设
计完成。此外，我们自筹资金建设的轨道产业
园，一期工程13300平方米已经建成，并于今年
3月9日竣工投产，二期25000平方米园区工程
也已开始动工。该项目全部竣工投产后，年生
产能力达10万吨出口型铁路轨道扣件产品，预
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

立足农业 服务农户
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志国

“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是我国立国之
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时，就农业和粮食方面的
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保障粮食安全始
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为此，2017年全丰将继续立足农业，以质
量为重心，以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加大对科
研的投入力度，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加强高科
技人才引进。结合当下中国农业种植现状，利
用高科技植保机械，配合高效、低毒的航空专
用药剂，为农户提供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程高产
解决方案，并通过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农
户提供种植信息、植保技术、培训等服务，实现
由生产型企业向农业生产服务型智能制造商
的华丽转身，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
快速发展。

智能制造 机床“换脑”
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玉平

机床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我
国基础装备实力的体现。目前，全球进入互联
网大数据时代，各国都在努力发展制造业，提升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
府在引进国家级研发平台、项目对接、科研经
费、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进了
企业的良性发展。

2017年，我们将依托自身优势和多年技术
沉淀，强力推进智能制造。去年，我们给中国
一拖量身打造了一条智能制造生产线，经过半
年的不断完善，目前已经技术成熟，正在和相
关行业洽谈合作事宜；同时，在打造“专、精、

特”高端设备方面，公司将继续做出特色，瞄准
球面加工车床、管螺纹车床等两到三款产品，
在西气东输、石油钻井等特定行业做成全国第
一品牌；另外，实施机床“换脑”工程，将原来进
口的核心技术、设备全部国产化，实现我国军
工、航天航空等重要领域机床使用的安全性和
保密性。

技术提升 就地增值
安阳市岷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何秋安

面对经济下行和环境治理双重压力，企业
发展如爬坡过坎。今年年初，我们获得了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荣誉的取得更使岷山
明确了今年的发展方向：要在拉长链条、升级产
品的科技含量上下功夫。

2017年，我们要继续依托技术升级，走就
地增值的发展路子：研发纳米级分体材料，应用
于金属3D打印等高科技领域；成立岷山科技转
化基地，与中科院、中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
通过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的成立，向智能
制造迈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打造“城市矿
山”，将城市垃圾进行分类分解，像开采矿山资
源一样把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预计单电
子玻璃一项一年回收可达 3万吨，将成为全国
最大的电子玻璃回收基地，目前该项目正在环
评验收中。我相信，未来的岷山将是环保产业、
循环经济、智能制造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综合
型公司。

环保为天 做深做精
河南利源煤焦集团董事长 付玉堂

近几年，我们抓紧转型发展，投资 15亿元
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增加了多套环保设施，成
功实现由传统焦化向新型煤化工的转型。

2017年，我们坚持安全环保为天的发展理
念，把这次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自身转型
升级的动力和机会，实施精准管控，力争超低
排放，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
企业，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我们
规划了九个环保项目：投资 1.5 亿元建设脱硫
脱硝项目；投资 8000万元建设两座密闭式大
棚；对上出料系统除尘进行改造；建设四套洗
净塔，进一步完善异味处理设施；建设焦炉自
动化加热系统，减少氮氧化物的生成；建设制
冷机余热利用项目；对合金厂倒铁进行除尘改
造；对煤场废水进行闭路循环利用，建设自动
化洗车系统；对导烟车进行升级改造。在产业
转型方面，我们正在和国内几家知名院校、设
计单位合作研究新项目，围绕产业链做深、做
精，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安阳
市产业发展做贡献。15

对待质量——我们永不松懈

对待创新——我们永不止步

对待智能——我们敢为人先

岁月激荡，时代的车轮碾过历史

的尘埃。每一条深刻的车辙都记录着

征程的欣喜与收获。过去一年，面对

行进中的机遇与挑战，安阳市各大企

业掌门人、领军者、行业大咖驾驭“战

车”，纵横捭阖，收获荣光。2017年是

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贯

彻落实安阳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

开局之年。面对“一个重返、六个重

大”的历史重任，他们目标明确，规划

清晰，信心饱满，阔步走在安阳转型发

展新征途的最前列。

近日，记者采访了安阳市多名企

业家，且听他们如何谋划布局，带领企

业“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待环保——我们勇担重任

翟文 乐建勇 马永平 李志伟 卢海庆

牛斯源 郭中喜 王志国 汪玉平 何秋安 付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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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闫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