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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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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学艺到同台竞技

4月10日，记者见到郏县华邦炊具厂董事长雷乾
时，他正在车间与工厂技术人员安排海外新订单的事
情。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德国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
展览会上，华邦炊具以自有品牌与德国、法国、比利时
等国客户签订了供货合同，收获满满。

“以前到国外参加博览会是去学艺，产品连摆上
台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我们是去竞技，带着产品去，
带着合同回来。”雷乾自豪地说。

此前，以华邦为代表的郏县炊具为欧盟厨具品牌
贴牌生产多年，产品早已进入欧盟市场，但自主品牌
却一直不为欧盟客户所熟知。

“经过前期的贴牌生产，我们已熟知欧盟的生产
标准。我们出口的轻型锅，压铸工艺上比欧洲同行先
进许多。重量减下来，外观更加精致，在欧洲市场上
很受欢迎。”雷乾介绍。

华邦炊具进军国际市场是郏县炊具行业转型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郏县在炊具行业加大投入，形成以铸铁锅
为主的产品研发、配件生产、质量检测、销售于一体的厨
具产业集聚区，年产铸铁锅7000万口，有30多个品种系
列、380多个型号，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三分之二，产品出
口美国、俄罗斯及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何拓展自有品牌，郏县万家利炊具厂董事长马
献军有着自己的理解：“发展自主品牌和贴牌生产好
比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市场好时自主品牌就加
大投放力度，市场疲软时就适当收缩，以贴牌为主。”

2009年前后，郏县炊具行业开始与国内知名品
牌爱仕达合作，近年来合作客户涵盖苏泊尔、美的、九
阳等国内炊具一线品牌，年贴牌生产量4500万口，国
内超市许多知名品牌的铁锅绝大多数来自郏县。

“不看不比，沾沾自喜；一看一比，相差万里。”马献
军说，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作使郏县铁锅始终站在行
业前沿。但仅仅跟着巨头脚步还不行，还要适应老百姓
对节能、健康的需求，不断推出新品适应市场变化。

设立独立研发团队后的郏县铁锅企业，改变了以
往被动接收海外订单做法，现在主动提供多个样品，
供海外客户挑选。

从小作坊到大产业

郏县铁锅集中于广阔天地乡，该乡因 1955 年
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得名。解放初期，这里的赵花
园村就有生产犁铧、铁锅的小作坊。当年，郑州第二
砂轮厂的下乡知青带来先进的砂轮技术，促进了当地
制锅工艺的改进。

“大规模生产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
的浪潮下，本地人整合原有手工作坊，于1994年成立
了上华铁锅总厂，学习上蔡铁锅厂的技术，高薪聘请
上蔡制锅师傅，由此开始了规模化生产道路。”熟知当
地铁锅发展历史的当地企业家邱振甲回忆说。

2005年，已从上华铁锅总厂分出来的华邦炊具，
在雷乾的带领下，引进并升级了钢模技术，使郏县铁
锅行业工艺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原有的泥模工艺，采用铁水浇铸，容易产生沙
眼，质量、效率都上不去。”雷乾介绍说，“改为钢模压

铸后，原来一个小时出20口锅，现在出50口锅，生产
效率大大提升。”

铁锅行业的环保问题主要集中于冲天炉烧煤带
来的污染，近年来随着环保督查力度加大，县里要求
企业必须安装脱琉、除尘设备，完成达标后才能排
放。郏县铁锅行业也再次启动改造升级。

在华邦炊具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原先高大的
冲天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电力驱动的中频炉。
改为电力控制后，整个车间环境洁净了不少，工人的
使用量也大为减少。广天乡党委书记郭大敏说，下一
步将计划用三年时间将全部冲天炉改为中频炉。

在万家利炊具的抛光车间，原先粉尘弥漫的情形
不复存在，工人们在一个长方形金属罩具前工作。“抛
光产生的铁粉直接被风抽走。”马献军介绍。两年前，
这里还是人在车间待上短短几分钟，粉尘就会落一身。

“这是我们投入600多万元新建的标准化厂房，
去年才完成。仅环保治理投入就占100多万元。”马
献军指着一排蓝白相间的标准化厂房自豪地说。

从做产品到定标准

在万家利抛光车间工作的小席今年32岁，此前在
苏州的机械厂打工。虽然工作只有几个月，但他月工
资已有5000多元。“工资和在苏州时差不多，最大的好
处是能照顾家。”小席说。

今年37岁的霍小燕，已在华邦炊具厂做到了精工车
间主任。自己一个月4000多元的收入，丈夫所在的压锅
车间是厂里收入最高的车间，月收入1万多元，两个人月
收入将近两万元。“俺这儿工资水平高，很少有人外出打
工。”霍小燕笑着说，“邻近乡里的还来俺这儿打工哩。”

“铁锅产业的主要效益体现在富民。”郏县现代厨
具园区建设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丁国杰坦言，以
赵花园村为例，人口只有千余口，却吸纳了8000余人
从事铁锅相关配套生产。

为挖掘培育特色产业，变传统优势为发展优势，
郏县确立了铸造产业要走铁锅精深加工之路，彻底改
变小打小闹的局面。县里专门成立领导小组，规划建
设现代厨具专业园，出台政策对铁锅产业重点扶持，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不断促进产业升级。

2010年，全省唯一的铸铁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在郏县广阔天地乡成立，可以实现对铸铁锅抗拉
伸、抗渗漏、平滑度等3大项21小项的检测。

2011年，郏县现代厨具专业园荣获省级专业园
区称号，目前这里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优质铸铁锅生产
基地和销售集散地。今年，该县计划协调解决300亩
土地用于园区建设，准备引进一些规模大、产品档次
高的企业。“我们新引进了机器人企业，生产出来的机
器人可以实现对抛光等工序的人工替代。”郭大敏说。

“不但要做产品，还要定标准。”丁国杰说，受省商
务厅的委托，郏县正在起草新的铁锅行业标准。

“郏县铁锅经历了从无牌到品牌，从品牌到名牌
的蝶变，产业发展进入重要历史机遇期。”他满怀信心
地说，下一步，县里将统一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展览，
充分发挥铁锅行业协会作用，抱团发展，进一步提升
郏县铁锅品牌的知名度。

由面向全国市场发展到紧盯全球市场，郏县铁锅
产业愈做愈大愈强。郏县铁锅产业的前景，着实让人
憧憬。7

上蔡铁锅
转型路上艰难探索

□本报记者 丁新科 张建新

上蔡铁锅厂，曾是行业的“传奇”。它第一个将压锅工艺实现大规模量产，起草全国铁锅行业首

个行业标准，培养出大批熟练工人。在经历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后，产品没有跟上市场

需求，生产能力大幅萎缩，但这里仍保留着最原始最传统的制锅工艺。如今，上蔡铁锅在转型路上艰

难探索，其传统制锅工艺准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渴望在保护与传承中创新，迎来再次腾飞。

4月7日，上蔡县杨集镇人头攒动，本不宽敞的马路
被堵得水泄不通。顺着一条东西向道路入集镇不久，便
可见路旁有一幢4层高、东西60多米长的楼房，木式门
窗略显破旧，与宽大炫目的超市招牌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便是当年全国铁锅行业的龙头企业上蔡铁
锅厂所在地。厂办公大楼如今被超市租用，不仔细
看，很难发现锈迹斑斑的“上蔡铁锅厂”招牌。

因环保问题，上蔡铁锅厂去年9月被当地环保部
门叫停，生产线正在改造。

全国首个铁锅行业标准在这里诞生

上世纪90年代，谈到上蔡铁锅，很多人都会想到
这样一则电视广告：有人将铁锅从高楼上扔下，铁锅掉
到地上仍完好无损，此时屏幕上打出“上蔡铁锅”等字
样。这段不长的广告曾在央视及地方电视台黄金时段
播出，给人以极大的视觉震撼。

1993年，在郑州上大学的上蔡人刘海宁，初次到
郑州时，发现郑州火车站的候车室座位上全是上蔡铁
锅厂的标志，这让他很是自豪。那时，上蔡铁锅甚至
是人们馈赠亲友的礼品。

杨集镇距离上蔡县城 50公里，是该县最东的一
个乡镇。此地古代属蔡国，秦初时就有冶铁造釜传
统，制锅工艺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今年 76岁的位双成，退休前是上蔡铁锅总厂的
副厂长，从建厂之初就在锅厂工作。据他回忆，上蔡
铁锅厂的前身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高岳人民公
社机械厂，曾生产犁铧、白铁大锅等。随着当地行政
区划调整，1966年机械厂搬迁到杨集镇。

“原来采用泥模浇铸，铁水自然流淌，次品率高，
锅上经常有沙眼。”老位回忆。

1985年，上蔡铁锅厂得知湖南常德研制成功压
锅机，很快引进并配套生产线，产品合格率从过去的
60%提高至96%，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一跃成为国内
铁锅行业龙头企业。

锅厂老员工魏国平回忆，由于供不应求，全国各
地前来采购的客商需要排号等待，厂门口前来拉货的
车辆排成队，连绵几公里。

由于工艺先进，全国铁锅企业都来上蔡参观学
习。1986年，第一届全国铁锅行业协会的年会就在
上蔡召开，时任厂长王殿勋成为协会第一届理事长。

曾任上蔡铁锅厂副厂长的朱国臣介绍，当时受国
家部委和省主管部门的委托，上蔡铁锅厂起草了全国
铁锅行业首个行业标准。

锅厂兴盛，工人工资待遇也很好。魏国平回忆，上
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月工资已有500多元，而当时其他
行业工人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兴盛时期的铁锅厂办
有宾馆、幼儿园等。“给小孩子说亲事，对方只要听说是
在锅厂工作的，一准就成了。”魏国平自豪地说。

“1986年，锅厂的产值相当于上蔡县工业产值的
三分之一。”朱国臣说，鼎盛时期全厂有 800多名工
人，甚至成立了两个分厂。

转型之路上艰难探索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由计划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上蔡铁锅厂却未能延续计划经
济时代的辉煌，很快衰落下来。

“主要是产品没有适应市场的需求。”位双成总
结，上世纪 90年代，全国各地锅厂生产工艺都有提
升，私人办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上蔡铁锅厂的
转型步伐未能及时跟上。

当时豫北地区汤阴等地铁锅企业开始兴起，南
方湖南、海南等地铁锅企业也迅速扩张，上蔡铁锅厂
的市场被挤压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狭长地带。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内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如计
划内低廉的原料供应和占产量近三分之一的计划内
采购指标的取消，对于上蔡铁锅厂无疑是釜底抽薪。

上蔡铁锅厂举步维艰。为此，该县专门选拔一批
干部驻厂，希望改变锅厂困境。1993年至1995年担
任副厂长的朱国臣，正是当时选派过去的干部之一。

“我进厂时，锅厂已开始在走下坡路了。”朱国臣
坦言，“当时原材料价格上涨极快，又非常紧缺，拉一
车铁生产两天就面临停工困境。”1993年，锅厂投资
1000多万元建了10个渗氮炉做防锈处理。因电力紧
缺，又投资600多万元建变电站，合资建玻璃盖厂等
配套设备。“由此背上沉重的贷款利息包袱，最高峰时贷
款有4200多万元，一度利息支出超过年产值。”朱国臣
分析，资金成为压倒上蔡铁锅厂的最后一根稻草。

锅厂举步维艰，厂里的制锅师傅却成了外地企业
争相高薪聘请的对象。至今，上蔡的制锅师傅仍散落
在全国各地。

1998年，上蔡铁锅厂改制，债权债务清算后转为
私人承包。据老员工介绍，此次改制并不彻底，上蔡
铁锅厂再也没有恢复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

申请非遗保护老手艺

近年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加上工艺的改进，铁锅在
市场上重新受到人们追捧，上蔡铁锅厂迎来新的转机。
该厂针对农村市场的铸铁锅仍深受农村居民欢迎。

2016年以来，随着环保监督的力度加大，上蔡铁
锅厂因仍采用原有的冲天炉炼铁，已进入停产改造。

在工厂的车间，生产用的模具散落各处。据工厂
负责人邓文喜介绍，停产前工厂一线工人有 200多
人，高峰期仍有500多人。工厂完成环保技术改造后
将很快恢复生产。

从直径 10厘米的迷你锅到 2.15 米的大口径铁
锅，该厂目前仍保有100多个系列的铁锅生产能力，
并拥有大批成熟制锅工匠。

魏国平介绍，生产大口径的铁锅仍要传统泥模工
艺，仅模具就需要 3个熟练工人耗时 4个多月完成。
由于工序繁琐，很多铁锅厂已放弃生产。从车间仓库
的存量来看，上蔡铁锅厂特种锅生产仍有一定规模。

杨集镇负责人介绍，由于上蔡铁锅厂保留着最传
统的制锅工艺，他们准备将锅厂用工纳入精准扶贫项
目，计划组织200名身体条件好的贫困户到铁锅厂工
作，采用师傅传帮带形式，既传承了老手艺，又带动了
贫困户脱贫。

此外，随行的杨集镇文化中心主任赵洪亚表
示，此地制锅历史悠久，工艺有传承，镇里正在整
理制锅工艺及一些老手工艺人的资料，准备逐级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蔡铁锅”等到了传统工艺保护性发展的春
天，期待它能在这个春天里精耕细作，在传承中创
新，迎来再次腾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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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丁新科

一个户籍人口只有1.5万人，面积只有14平方公里的小小乡镇，却吸纳1.5万余名周边乡镇

居民前来就业，人均纯收入在全县遥遥领先。郏县广阔天地乡，集中了65家铁锅生产企业，年产

铸铁锅7000万口，占据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年产值近20亿元。在不断的转型与探索

中，郏县铁锅产业成为炊具行业的佼佼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张占仓

曾几何时，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上蔡铁锅名闻

遐迩，甚至有人把其作为礼品送给父母或者亲朋好

友。然而这些年来，上蔡铁锅确实逐步退出人们的

视野，消失在淡淡的怀念之中。

曾经从上蔡铁锅厂学艺的郏县广阔天地乡，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协调与引领下，在一批

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中，依靠不断的创新创业，形成

全国闻名的铁锅产业集群，如今集中了 65 家铁锅

生产企业，年产铸铁锅 7000 万口，占领全国超过三

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年产值近 20 亿元，成为全国

炊具行业的佼佼者，部分产品已经打入欧洲市场，

也为当地百姓就近就业与发家致富创造了条件。

一退一进两重天，转型之路何其难。看清未来

大方向，思路需有历史感。上蔡铁锅厂，曾经充满创

新激情，创下全国铁锅行业多个第一，第一个将压锅

工艺实现大规模量产，起草了全国铁锅行业首个行

业标准，代表一个时代的行业领航者，无比出彩。然

而，在向市场经济大潮转型过程中，他们没有跟上历

史的脉动，逐步丧失了发展机会，使企业的员工失去

了在当地就业与发展的岗位。同样是铁锅行业，曾

经的跟进者和学生，郏县广阔天地乡，却后来居上，

依靠一批企业家的不断学习与持续创新，在本来基

础并不雄厚的条件下，逐步成为全国铁锅行业的创

新发展高地。

历史地看待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就会

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创新发

展的极端重要性和历史紧迫性。时代在快速进步，

全球在快速变化，唯有创新，才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

伐。特别是对企业来说，创新是生命所在。只有持

续创新，才能够拥有光明灿烂的未来。7

持续创新才能拥有光明未来

郏县铁锅企业以自有品牌进入欧盟市场。图为在该县的现代厨具专业园，一家铁锅生产企业内，工人们
正在检查生产线上的半成品。 聂冬晗 宁建鹏 摄

上蔡县杨集镇一家储存大量半成品铁锅的仓库里，这些传统制锅工艺生产出来的半成品铁锅正在静静地
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春天”。 赵洪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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