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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恒

2014年，三杰热电在河南省率先引进
了新型预制保温管生产线，通过技术改进，
成功生产出目前国内最大管径DN2000的
保温管，有效地降低了能源消耗，成为热力
管网建设中最受欢迎的节能型产品。

三杰热电通过技术不断创新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掌握着主动权。

河南三杰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三杰热电，证券代码：836112）坐落
于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是一家从事防腐
保温工程的企业，是供热、保温、防腐系统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主要从事防腐保温材
料、蒸汽直埋预制保温管、热水直埋预制保
温管和配套管件、阀门，以及机电产品、整
体式热交换机组、换热器等产品的专业生
产加工，并承揽各种管道和设备的防腐、保
冷、保温工程。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2016 年 3 月 17
日，三杰热电正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近年
来，通过引入行业领先设备、加大工艺创新
力度、提高自动化水平，三杰热电视质量为
生命，产品在业界好评如潮，奠定了平稳顺
利的上市之路。三杰热电赢得了客户和政
府部门的认可，公司曾荣获省级、市级等优
质工程奖18项，连续多年被评为“河南省先
进施工企业”“河南省先进安全企业”“洛阳
市先进施工企业”“洛阳市先进安全企业”。
三杰热电的产品多次被河南省腐蚀与防护
协会评为“质量可信产品”“知名品牌产品”。

2016年，三杰热电营业收入达到 1.29
亿元，净利润达到715.74万元，净利润同比
增长9.98%。

技术创新
增强核心竞争力

三杰热电自 1998 年成立以来就十分
注重技术创新工作，通过成立研发部门专
注于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研发工
作。截至目前公司自主研发并获得授权专

利 15项。
在三杰热电的外护管车间，一条直径2

米的黑色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格外引人注
意。三杰热电董事长高杰介绍，这条聚乙烯
外护管在国内同类管道中是目前尺寸最大
的，行业内能生产的企业寥寥无几。

保温管产品的生产过程集成了机械制
造、高分子材料、工程力学、焊接结构、供热
技术等多项专业技术，特别是超大口径保温
管产品，其外护管制作工艺及发泡工艺复杂
性较强、技术含量较高，目前国内仅有少数
厂家掌握。同时，多数保温管产品为非标准
产品，需要针对客户需求生产不同壁厚、不
同保温层厚度、不同外护管厚度的保温管，
以适应不同地质条件、土壤结构、供热温度
等复杂条件下的施工。

保温管通常由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和
钢管相套，中间填充聚氨酯保温材料制成，
按照国家相关行业标准规定，管道内保温涂

层任意一点的密度应大于一定数值。老工
艺是将管道中段钻孔，然后注射保温材料，
由于存在注射压力，导致管道保温层中段密
度偏大，两端密度偏小，不仅造成保温材料
的浪费，而且中段保温涂层密度过高，保温
性能反而下降。

三杰热电的研发团队经过多次试验，创
新性地将保温材料喷涂至钢管表面，待凝固
后再包裹聚乙烯套管，使得材料节约20%以
上，大幅降低保温涂层成本。

2016年，三杰热电在研发方面就投入
了 632.5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89%。同
时，三杰热电还加大了新产品的研发，扩大
了产品及服务的范围。去年，公司已申报立
项三项专利技术，并建立起“市级研发中
心”，将公司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应用于
生产实践中，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

“研发投入对于以技术创新求生存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尤其重要，产品的技术水平及
先进程度决定了我们公司的市场地位及市
场竞争能力，研发活动的效率体现为企业的
创新成果进而影响着经营业绩，我们只有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才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提升我们
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高杰说。

设备先进
增强市场竞争力

在三杰热电的生产车间，伴随着传送带
的轻微摩擦声，一条近 10米长的管道被缓
缓输送。“咔！”一声响起，管道两边被套圈锁
死，工人拖动管枪，往管内壁间隙注射保温
材料。两名工人，几十秒时间，一条保温管
道下线，自动化程度在行业领先。

三杰热电是经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核准的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企业，
是河南省防腐保温行业设备最先进、生产自
动 化 程 度 最 高 的 企 业 ，可 生 产
DN20-DN2000 的各种保温管及配套管
件。现有高密度聚乙烯管挤出生产线6条，

保温管自动化生产线3条；拥有高压700发
泡机一台、高压300发泡机三台，外护管挤
出机、抛丸清理机、机械穿管机、镜面自动焊
接机等专业生产设备50余台套。

三杰热电的主打产品是蒸汽及热水直
埋预制保温管，主要用于城市供暖热力管道
建设，该公司先后承接过洛阳、郑州、三门
峡、焦作、南阳、平顶山、济源、安阳、林州、兰
州等十几家省内外城市的热力、热电及大中
型冷暖设备的防腐保温工程。

三杰热电生产的大管径保温管在热力

管网中应用广泛，河南华润电力首阳山有限
公司至洛阳东区供热管网项目中，最大管径
为 DN1400 的保温管就是三杰热电的产
品。因为铺设里程长，为了保证供热质量，
管径也相应增大，一般供热管道采用的直埋
保温管管径多为 DN800，采用如此大的管
径，在洛阳市供热中也是首次。

使用过三杰热电产品的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物资供销公司曾给出这样的评价：“三
杰公司预制保温管质量稳定，发货及时，服
务周到。”

三杰热电：河南防腐保温行业的标杆

全国最大口径的聚乙烯外护管生产线

河南三杰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挤出生产线

河南三杰热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温生产车间

驱车行驶在京港澳（G4）高速公路，
一路向北，过了新郑服务区，你的目光一
定会被路旁“万达重工”这四个硕大的字
吸引。

这片气势恢宏、环境优越、交通便捷
的厂区，便是万达重工新的生产基地。

2014年以来，纵然在国内经济大环
境不佳，行业竞争加剧，大量基建工程投
资紧缩、放缓的大背景下，万达重工在
2016年依然取得了主营收入1.34亿元，
同比增长7%的傲人业绩。

发展15年，万达重工已经成为全省
工业制造领域的领头雁，创新创业的一
面旗帜，全省民营经济的标兵。

近两年来，万达重工董事长、书记何
清率领万达重工团队，敏锐捕捉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
济方式的历史性交会的重要机遇，紧跟

“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和“一带一
路”，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坚持“做强主
业，适度多元”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秉持

“差异化发展，站位高端”的经营理念，创
新形成了万达重工“核心制造+智能装
备+成套服务”的新型商业模式，形成了
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产品技术以优取胜

作为郑州市航空港区第一家挂牌新
三板的企业，万达重工代表了中国高端
管件制造领域的一流水平。

目前，万达重工拥有不锈钢、双金属
复合材料等系列高端材质管件产品的生
产工艺技术，拥有“小口径坡口加工工
艺”“大管径厚壁管件制造工艺”“大型汇
气管制作方法”“厚壁双金属三通冷压成
型工艺”“双金属复合材料弯管、管件加
工工艺”等独特技术，满足了行业不同客
户的需求。

万达重工是河南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郑州市管道配件技术研究中心，与河

南省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等建立了产
学研基地，2016年，与河南省锅炉压力
容器检测研究院、郑州轻工学院共建产
学研创新服务平台战略合作签约，省科
技厅在公司设立博士工作站。公司还成
立了科协，以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公
司科技创新提供了顶层的技术支持。

万达重工拥有独立的试验检测中
心，具备国家级的CNAS实验室和独立
第三方检测机构（CMA）资质，能够独立
承揽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学成分、力学性
能、金相、晶间腐蚀、点蚀、SCC、SSC、
HIC等腐蚀试验。

“万达重工的GDP必须是绿色的！”
“安全管件，万达智造！”董事长、书记何
清告诉记者。

“高端管件制造业虽然是个细分领
域，但却是关系着国计民生，事关生命财
产的重大安全。”何清对公司产品的质量、
技术以及安全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有着
严苛的要求。万达重工结合生产实际，制
定出高于行业标准的“万达标准”：中频制
热 煨 弯 管 制 造 标 准 ——QB/

WD3201-2000 和 Q/ZWD001-2014
《油气输送工程用双金属复合管件》，该标
准得到了设计单位及用户的一致好评。

另外，公司先后取得了国家质检总局
核发的TS压力管件元件许可证书、英国
船级社和中国船级社认证、核工业管理体
系认证和合格供应商证书、三标一体化证
书(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美国ASME
证书、海关联盟证书、CE认证，完成了防
腐资质中环氧粉末、无溶剂环氧树脂的增
项等，以上证书将为国内市场开发和外贸
业务的拓宽提供有力的支撑。

领先的技术，信得过的质量，“始于客
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宗旨，使万
达重工在行业内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客户
资源，是中石油集团甲级供应商，中石化
集团一级网络供应商，中海油合格供应
商，壳牌（中国）公司合格供应商，为公司
持续做大、做强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产业布局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万达重工不

等、不靠，不懈怠、不迷茫，而是坚定地走
好一条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

投巨资建设了国内最大的“80000
吨/年钢制工业管件项目”，为公司抢抓
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夯实发展基础，苦练
发展内功，蓄势崛起。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将原有单
一核心制造向智能装备及成套服务拓
展，为公司整体竞争能力提升以及在行
业资源整合提供巨大的空间。

2016年 1月，公司控股成立郑州友
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智
能生产系统的设计、制造，未来工业智能
化将会大幅度提高，公司市场前景良好。

2016年 2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
郑州万达迈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旨在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为国际客户提供
管道工程成套服务解决方案，子公司在
国际工程总包的业务开拓上空间广阔，
将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6年12月，设立全资子公司郑州
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力
工程设计及施工、城市道路与照明工程
施工。

产业形态多元化布局、组合拳出击
的转型升级成果，很快将得以显现。

成熟的管理队伍，是企业得以健康
发展的保障。

万达重工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人员
稳定的管理团队，在发展过程中，万达重
工注重管理团队水平的提升，建立了完
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作业流程、财务管理
等制度，决策层级明确，决策程序规范，
决策机制完善。

“根据万达的‘二·五年规划（2016—
2020）’，到2020年，万达重工（集团）的
年营业收入将突破15亿元，企业总市值
超过50亿元，成为管道重工行业的领军
者，集团多元化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稳
健形成。”万达重工董事长、书记何清信
心满满地说。

万达重工：中国高端管件制造业“领头雁”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集成系统

诚信兴商双优示范单位

20│产经 2017年5月31日 星期三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50元

□本报记者 汪军强

郑州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专业致力于高端压力

管道核心部件、新材料、工业智能系统集成、机

器人的研发、制造及国际贸易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综合实力处于行业前茅。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及以央企为代表的企业集团是公司

的重点客户群。公司于 2015年 7月 23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简称：

万达重工；证券代码：832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