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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李文静

近年来，党旗“火红”、企业“红火”，
可谓是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的生动写照。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月，致力于高性能无机氟化物、电子
化学品、锂离子电池材料、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我国无机氟化工行业第一家上市公
司，也是全球生产规模和工艺领先的无
机氟化工企业。

多氟多公司现有党员156人，本科
以上学历 90人，高管中 80%以上都是
党员，实现了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全面覆
盖。多年来，公司党委先后荣获“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五好基层党组
织”等荣誉。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世江看来，党建是支撑企业

“红火”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坚强
的、健康的党的领导，就没有多氟多的
快速发展。

那么，党建这把“火”，究竟给多氟
多的快速发展带来什么呢？

党建“火”人心聚
企业发展更有“力”

“在多氟多，无论是发展的低迷期，
还是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党员
都主动承担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企业
的发展当先锋、打头阵。”说起党建对于
企业发展的作用，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韩世军语气坚定地说，

“党的领导是企业发展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核心竞争力，多氟多的发展离不开
党建工作。”

作为在氟、锂、硅 3个元素的细分
领域进行化学和能源研究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发展史就是一部党建和经济融合发展
的创新史。现在的多氟多从氟化工出
发向新能源进军，形成了以新材料体系
为支撑，以新能源汽车为引领，以电动
汽车动力总成为核心技术的新能源汽
车全产业链。多氟多的党组织在转型
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稳定器”的作
用，稳定员工思想，主动承担发展重任，
解决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保证企业
的高效运转。

在转型改制过程中，党建让企业的
发展有力量、更有力度。公司的上市道
路走得十分艰难，这对公司干部员工打
击非常大。关键时刻，基层党组织开展
与党员交心活动，让党员提振精神，党
员再向职工传递正能量。企业上下形
成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
使、全体员工形成一股力量，终于公司

在 2010 年成功上市。公司上市后不
久，传统氟化盐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需
要向资源丰富的西部转移。在甘肃白
银重建氟化盐生产基地，需要派驻去一
批员工。这些地方大都在西部边陲地
区，环境条件十分艰苦。这时候，党员
再次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基层党组
织在民主生活会上将此作为一个话题
进行讨论，没想到党员们一致同意到甘
肃支持建设新的生产线。

党建“火”决策准
企业发展更有“效”

非公企业中的党组织是党的基层
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工群众的政
治核心。企业只有构建结构严密、布局
合理的党组织网络体系，才能在经济发
展中有效率、有成效。加强领导班子建
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近年
来，多氟多公司党委坚持“交叉任职、优
势互补”的工作原则，把公司董事会成
员、经理、业务骨干吸收到党委中来。
副总经理韩世军担任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侯红军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其他
党员副总经理为支部书记，在公司上下
形成了结构严密、布局合理的党组织网
络体系。同时，按照“支部进部门、车间
有组织”的理念，多氟多公司把支部建
在车间班组，先后成立了机关、技术、生
产和新能源4个党支部。2011年9月，
中组部、省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参加了多
氟多新能源公司党支部揭牌仪式，进一

步扩大了公司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
力。

正确的决策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多氟多建立党委全面参与经营管理的
工作机制，制定了企业党政干部联席
会制度，公司每次重大决策调整前后，
党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利用参加董事
会、经理班子会议的机会，为企业的发
展“把脉”。近年来，以党建为引领，以
一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为
创业起点的多氟多公司，走出了一条技
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

“三化”创新之路。截至目前，多氟多申
报国家专利370项、已经获得授权的专
利264项。多氟多还主持制定了80多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化
组织 ISO/TC 226 的成员，主持制定
氟化盐国际 ISO 标准，拥有国家认可
的实验室，实现了一次检验、全球通行
的目标。

党建“火”动力足
企业发展更有“魂”

在多氟多公司，党委注重企业文化
建设，坚持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构建企
业文化新格局，把爱国有道、行为有范、
与人为善、传递爱心作为基本准则，形
成了“感恩、求真、向善、唯美”的道德规
范，并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更值得一
提的是党员任抗战，连续 18年无偿献
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入选“中国好人榜”。在他的感召下，公

司目前已有 671名员工加入中华骨髓
库，先后有8名职工造血干细胞配型成
功，并全部捐献，仅在2016年前5个月
内，多氟多公司连续出现 4 例配型成
功，创造了河南省，乃至全国捐献史上
的奇迹。多氟多也将继续坚持公益事
业，真正做到大爱无疆、大道同源、殊途
同归、天下为公。

当一个企业有了强大的精神引领，
就会拥有强大的发展动力。近年来，多
氟多扛起振兴民族氟化工的重任，从氟
化工到六氟磷酸锂，从电解液到锂电
池，从锂电池到电池、电机、电控一体化
的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再到新能源汽
车，多氟多的发展，最根本的要素在于
创新。从新材料到新能源，从新能源到
新能源汽车，多氟多走过了一条从自主
创新、集成创新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技术创新为主线的道路。多氟多公
司锐意创新、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就在
于其以党建为引领所形成的敢于拼搏、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奋进向上的企业
发展之“魂”。

公司董事长李世江认为，坚持党的
领导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
营企业的发展诉求。民营企业作为社
会的经济细胞，只有把党建工作融入企
业的协调服务、思想教育和企业文化建
设之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引导企
业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企业才能
经得住各种风浪的冲击，始终走在健康
发展的快车道。15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没有肥沃的土壤，就没有花开满
枝；没有优质的内外部环境，就没有企
业健康快速发展。

“良好的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
六年时间，公司年销售额从4吨增加至
400吨，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公司重视人
才培养、政府部门贴心周到的服务密不
可分。”河南省大地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大地合金）总经理陈铮认为。

培养人才软实力
夯实企业发展根基

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的大地合
金，是一家集高端硬质合金的生产、研
发、销售于一体的外商投资企业、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生产高质量、
高性能的合金棒材。

留美博士陈铮，2008年任大地合
金总经理。那时，大地合金还是一片荒
野，他在一个没暖气、热水，就连去趟洗
手间都要走很远的地方，度过了回国后
第一个冬天。

“企业要发展，员工是主体，人才是
保证。没有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就没
有企业的跨越式发展。”陈铮接受记者
采访时有感而发。

产区建成后，让陈铮最头疼的还是
人才问题。公司当时招聘的工人大多
是农民和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限于高、
精、尖行业对技术的严格要求的特点，
陈铮对他的团队进行小到个人生活习
惯，大到思想观念的磨砺。

大地合金团队从一点一滴做起，从
每个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做起，一步一
步向前，迈进了国内硬质合金行业的前
列，成为行业内的一匹黑马。

2010年，公司先后在华东、华南建
立了两个销售网点；2011年，公司开拓
了美国、巴西、韩国等国际市场；2012
年，公司成立了省高端硬质合金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建立了博士后研发基地。

尤其是 2013年，他带领科研团队
研发的超细直径微钻棒材替代进口，填
补了国内空白，成为行业发展史上的一
个重大进步。

截至目前，公司技术团队已从原来
的6人，发展到了26人，先后获得30余

项专利，通过了多项技术成果验收。
“公司的潜力在于员工。只有他们

更快、更好地成长，只有他们各方面的
素质和潜力得到更多的挖掘，公司才会
有美好的发展前景，才能夯实发展根
基。”陈铮说。

优化营商大环境
扫除企业发展障碍

5月 4日清晨，大地合金员工宋强
从城区搭乘 101 线路公交车，来到公
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评价孟州营商环境，我有发言权，
因为我的企业是受益者，我的员工也是

受益者。”回忆起初建公司时的场景，董
事长李建林历历在目，“政府部门主动
为企业提供全程保姆式的服务，派出专
人对接相关事项，全程负责项目建设前
期规划、手续，建设协调工作，并逐步完
善基础设施。”

像大地合金一样，在孟州享受到“保
姆式”服务的企业还有400多家。今年
以来，孟州市深入开展“学深杭、促创新”，
对标一流营商环境，查找差距，创新体制
机制并优化公共服务，将优质营商环境
转化为支撑孟州振兴发展的新优势。

今年4月，孟州开展转型发展攻坚
暨“企业服务年”活动，通过提升服务、
降低成本、优化环境等一系列最给力的
优惠政策和发展措施，强力优化了企业
在孟州发展的软环境、硬环境。

去年，该市新引进市外境内项目
104个，项目总投资 288亿元，招商引
资居焦作市第一位，跃居全省县级前十
名。仅 2017年第一季度，该市就引进
省外企业13家，其中河北御捷集团50
亿元新能源电动车项目、河南建业集团
新城区建设等三个总投资50亿元项目
成功签约落户孟州。

前两天，大地合金香港客户来公司
考察后，看到公司产品质量过硬、员工
精神面貌良好、企业发展环境优越，当
天便签订了大订单。

花香自会引得蝴蝶来。孟州市委
书记李英杰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围绕
市民、企业投诉的重点问题进行全面的
督查、督办，努力为营商环境营造创造
好的条件，使营商环境为发展搭建更好
更优异的平台。”15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
姣）据焦作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消息，今年，焦
作市将完善全市大气环境质量综
合监测网络、健全工业大气污染
源自动监控体系、全面实现在建
工地扬尘监控，基本形成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和工业大气污染源立
体综合监测监控体系，不断提升
大气污染在线监管能力。

据了解，目前焦作市已完成
了12个县级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建
设，并与省市监控平台联网。按
照计划，7月底前，要完成大气污
染立体综合观测站焦作站点建设
及联网，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
同时完成59个重点乡镇政府所在
地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在
全市城市建成区建设55套微型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站。

按照时间进度要求，4月底前，
各县（市）区负责组织完成省定新

增71家重点涉气企业74套自动监
控基站建设，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6月底前，完成46家企业46套自
动监控基站建设，并与环保部门
联网。同时，对全市电力、钢铁、
水泥熟料、平板玻璃、铝工业、铸
造、碳素、有色金属冶炼、陶瓷等
企业和10蒸吨以上燃煤锅炉以及
有固定排气筒的砖瓦窑、耐材、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工业企业等行业
进行排查，6月底前，确保全行业
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监控，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此外，4月底前，各县（市）区
还要负责建成房屋和市政工程扬
尘监测监控平台，并与市住建局
平台联网，6月底前，完成省、市
平台的对接联网。建筑面积1万
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房屋和长度为
200米以上的市政线性工程开工
前必须建设扬尘监测监控设施并
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15

本报讯（通讯员 赵艳芳 张玉
强）“父母生前都本本分分，如今去
世了不能再背上赖账的恶名。弟弟
还没成家，13年前欠下的两万元旧
账，我们姐妹俩担了！”5月 8日，修
武县城关镇侯庄村的秦萍、秦梦梦
姐妹俩斩钉截铁地说。

原来，2004 年，姐妹俩的父亲
秦小驴为了发展养牛产业，在修武
县农村信用社贷了两万元的款。
2006 年秦小驴突发脑溢血身亡，
2010年，妻子王连英又因肺癌撒手
人寰，两万元贷款也成了“死账”。

今年 1月份，老街坊郭不井找
到秦家姐妹说，她们父亲2004年在
农村信用社贷款两万元，被起诉到
法院了，他作为贷款的担保人也附
有连带责任，法院已把他账户上的1
万元给冻结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姐姐都蒙
了。”秦梦梦说。当初父亲去世时，
治病欠下了1万多元外债。自己才
17岁，弟弟 15岁，母亲身体还一直

不好，是22岁的姐姐秦萍担起还债
和照顾家人的重担。

2010年，姐弟仨的母亲又因为
肺癌撒手人寰。秦梦梦主动放弃学
业，到山东的电子厂打工。

“这两年，日子过得紧巴巴，好
不容易才把街坊朋友的钱还清。怎
么又突然冒出来2万元的旧账？”秦
梦梦纳了闷。姐妹俩赶紧跑到法院
了解具体情况，才知道是父母亲当
年为养牛而贷的款。姐弟三人当初
因为年纪小不知情。

父母欠下的债，硬着头皮也要
还。姐妹俩一合计，13年前欠下的
2万元旧账，我们分了！

姐妹俩四处奔波借钱，又抓紧
跑到法院，把借来的 1万元钱交给
执行人员。加上法院扣担保人的1
万元，这姐妹俩的父亲在信用社贷
的 2万元款就算还完了。之后，秦
梦梦专程到郭不井家里恳切地说：

“您一定要相信我，法院扣您的1万
元，我会分期慢慢还的。”15

焦作一季度
查处15起环境违法案件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
桦）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强化责任追究，焦作市对环
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今年第一季
度，全市共对 207人次相关责任
人进行了处理，共立案查处15起
环境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焦作市先后印发
了《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
护工作职责》《焦作市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试行）》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的责任，强化生态文明目
标责任制和行政问责制，实行重
大决策生态保护“一票否决制”，

对领导干部任期重大资源环境损
害责任实行终身追究制度。今年
第一季度，焦作市共对7个工作推
进不力的县区政府主要领导进行
了集中约谈，对 207人次相关责
任人及单位分别进行了处理。

焦作市还建立了法院、检察
院、公安、环保等部门环境执法
协作快速反应机制，开展了“利
剑行动”“飓风行动”，严肃查办
环境违法案件。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共立案15起，下达处罚决定
42起，罚款2050.68万元，其中按
日 连 续 处 罚 2 起 ，罚 款 额 度
1017.17万元，行政拘留17人，刑
事拘留3人。15

焦作完善“天眼”系统盯死偷排

博爱入选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县

本报讯（通讯员 毕晶）5 月 8
日，记者从博爱县农业局获悉，该县
顺利通过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验收，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县。

博爱县蔬菜生产面积20万亩，
日光温棚 2.4 万座，已建成了 13个
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4个
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厂，认证了23个
无公害蔬菜产品标识、4个无公害畜
产品标识，8个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达 14 万余亩，占该县蔬菜面积的
60%，注册了“孝敬牌”“博爱源”“笑
京”等知名商标 20多个，“清化姜”
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登记，伊赛牛
肉被评为河南省名牌农产品。

为了确保创建工作顺利推进和
创建成功，该县成立了由县长任组
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各相关部
门“一把手”为成员的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保障机制。同
时，该县还通过严格生产标准，加大

检测力度，鼓励“三品一标”认证，完
善应急预案等措施，从源头上严把
质量关，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按照标准化生产的要求，该县
制定了包括山药、生姜等20余种农
产品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质量管
理标准、农资管理措施等指导性文
件，并实行生产管理备案制度，建立
健全施肥、用药等生产记录档案。
按照创建要求，该县在乡镇、基地建
立检测室，完善监管体系，严格乡镇
基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对即将上
市的蔬菜、水果经检测中心抽检合
格后方可上市；对进入市场的蔬菜、
水果一律经抽检合格后上架销售，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该县还出台奖励扶持政策，鼓
励合作社、企业开展“三品一标”认
证。如今，行进在博爱县城乡，随
处可见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绿色农产品，博
爱农业在绿色发展中提质增效，硕
果累累。15

“诚信”姐妹13年后替父还债

大地合金

把人才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党建这把“火”
给多氟多带来了什么？

传 真

超硬材料生产龙头企业——大地合金公司员工正在研发新产品

红歌大赛

全力推进环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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