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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兴旭，憨如春泥”。7月25日，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手书 8个大字，专门托

人捎给远在河南新乡的刘兴旭，在“八一”到来之际

向这位退伍军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66岁的刘兴旭，是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年产 8万吨碳铵的县营

小氮肥厂，经过短短 20多年的发展，成长为年产超

过500万吨的国家大型化肥生产基地，产品销往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河南造”的美名远扬海内外。

李寿生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担任会长

多年，亲眼见证了心连心公司飞速发展的全过程，也

熟知刘兴旭本人的才干和人品。他为何会用“憨如

春泥”，形容这样一位能干的民营企业家？

“刘兴旭就和春天的泥土一样，最是实在憨厚、

任劳任怨，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大地丰收作贡献！”

李寿生说，刘兴旭为人不恋官、不贪财，干事不投机、

不取巧，发展不畏难、不忘本。退伍军人的“憨”和河

南汉子的“憨”，在刘兴旭身上有机叠加、相互融合，

成为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

见过刘兴旭的人，都知道李寿生所言不虚。刘兴

旭身板笔直，脸膛黝黑，微眯的眼睛里总是漾着笑意。

他的军人气质和春泥般的憨气，就写在举手投足间。

没见过刘兴旭的人，听完他的几个“憨”故事，也

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由衷点赞。

□李虎成 赵同增 魏国武 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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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掉乡长当厂长
不恋仕途

憨如春泥一老兵

1994年，在转业回乡的第十个年头，刘兴旭当选为新乡县七
里营乡（现为七里营镇）乡长。

这个乡长的位置是“拼”出来的。从12年兵龄的老兵，到新乡
县纪检队伍的一名“新兵”，刘兴旭“无缝衔接”，不等安排事事抢着
干、提前干，接到任务宁可不吃饭也要保质干完，他的拼劲连“老纪
检”也自叹不如。在朗公庙乡（现为朗公庙镇）任副乡长期间，刘兴
旭带领施工队伍在工地上吃住了一个多月，修通了通往市区的公
路，让朗公庙乡在全县率先实现道路、公交车和电话“三通”。

新乡县的干部群众，把刘兴旭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看在眼
里，纷纷给他打出了“高分”，但“不同声音”也层出不穷。新乡县一
名退休干部回忆说，当时有人说刘兴旭“官迷心窍”，处处出风头抢
功劳；还有人“眼气”刘兴旭，能到毛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公社”当
乡长，将来至少是个“副县级”！

就在大家热议不断之时，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县
里决定让刘兴旭这位“政坛新秀”，离开了还没焐热的乡长“宝座”，
到县化肥厂当厂长！

乡长厂长都是“长”，但这个“长”比不了那个“长”。据了解，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 2000多家县级小化肥厂的阵营里，当
时的新乡县化肥厂年产合成氨不足3万吨，产品单一老化，能耗居
高不下，产品从碳铵改尿素的“尿改”工程也已停产一年多。在市
场经济的浪潮面前，这艘“小船”随时都有倾翻的危险。

想让这艘“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要有一个敢干、能干的领
头人。经过多次集体研究商议，新乡县委、县政府把目标锁定为刘
兴旭，计划派他尽快去把握方向、力挽狂澜。

放弃一片光明的“仕途”，挑起前途未卜的“烂摊子”，这么“吃
亏”的事刘兴旭能乐意吗？为说通刘兴旭，新乡县时任主要领导亲
自出马，还做好了“三顾茅庐”的准备。结果没想到的是，刘兴旭一
说就“通”，非常爽快地走上了新岗位。

“大家都不理解，连我爱人也直说我傻，足足跟我怄了一个多
月气！”谈到 26年前的选择，刘兴旭坦言“从没后悔过”，他虽然已
经退伍多年，但时刻不忘自己是党的战士，要永远坚决听党的话、
党叫干啥就干啥。“咱当兵的人，在战场上连命都可以不要，又哪会
在工作上挑三拣四、斤斤计较呢？”刘兴旭说。

老兵刘兴旭，憨厚如春泥。图为刘兴旭在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现场 虽然已是知名企业家，刘兴旭仍不改老兵本色，在群众生命财产
受到威胁时不顾生命安危冲在前

心连心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化肥企业

虽然退伍多年，刘兴旭始终不忘部队的恩情，把军营文化引进企业

出彩河南 企业

2014年，退伍兵董帅被心连心公司
优先录用，成为复合肥三厂的一名员
工。在新的岗位上，董帅继续发扬顽强
拼搏的军人作风，各项工作任务勇争先
进，很快成长为生产班组造粒主操，如今
已是操作班的生产调度。

新疆公司孙文广、二分公司马明新、
一分厂赵呈利、九江项目部赵民希……
近年来，在心连心公司，优先选用退伍军
人，已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该公司
每年都要接收 50名以上优秀退伍军人，
连续 10多年开展“向复转军人看齐”活
动。目前企业里的退伍军人已达 600多
人，占员工总数的近1/10，其中很多成为

生产骨干，不少人进入管理层。
“退伍军人是我的‘娘家人’，也是心

连心的无价之宝！”刘兴旭说，退伍军人
接受过部队熔炉的锤炼，为保家卫国流
过血和汗，值得所有人尊重、善待。

1972 年 12 月，时年 18 岁的刘兴旭
光荣入伍，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曾把
两个后进连带成先进连。13年的部队生
涯，在刘兴旭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虽然退伍多年，刘兴旭始终不忘部
队的恩情，把军营文化引进企业：每周
一，要雷打不动的举行升旗仪式，对员工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员工在厂区行动有
固定路线，两人成排、三人成行；职工宿

舍干净整洁，被子个个叠得像“豆腐块”；
一年一度的全员军事队列会操，30多个
绿色的方队斗志昂扬地……厂区像军
营，员工像士兵。多年来，心连心用军营
文化打造出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担当”的员工
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在刘兴旭的带领下，心连心公司总
资产由320万元增加到170亿元，化肥生
产线由 1条增加到 22条，年产能由 3000
吨合成氨增长到 500万吨化肥和 120万
吨化工品，尿素单体规模行业第一，车用
尿素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从中国化肥
工业领域的“跟跑者”，一步步发展为行

业“领跑者”，成长为中国化肥行业备受
尊重的领军企业。

刘兴旭本人，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荣膺“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优
秀民营企业家”“河南最美环保人物”等
光荣称号。

“党要我干什么？群众盼什么？我
应该做什么？”自己艰苦奋斗，满足别人
需求，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永葆军人的
本色——离开部队 35载，“憨事”干了一
桩桩，但老兵刘兴旭说自己“因憨得福”，
要一直“憨”下去，更愿化作最最憨厚的

“春泥”，和他生产的化肥一样，去滋养更
多的农作物。

事实证明，新乡县选派刘兴旭“执
掌”化肥厂，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刘兴旭带领团队想方设法破解了人才、
技术和资金难题，重新启动并顺利完成“尿
改”工程，荣获两项全国化学工业优质工程
奖，创造了“一次投产成功，一次质量达标，
一次超过设计能力”等三个全国第一！

化肥厂“活”了！刘兴旭“神”了！仅
仅过了一年多，化肥厂可年产 4 万吨尿
素，干部员工士气高涨，新产品供销两
旺，利润比原来翻了一番还多！

刘兴旭化腐朽为神奇的“动作”才刚
刚开始：2003年尿素产能达到30万吨，并
完成整体改制，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2006年，投资 9亿元、年产尿素 30万
吨的二分公司建成投产，一年多时间就收
回成本，让心连心公司成功跻身行业第一
方阵；2007年 6月20日，心连心公司在新
加坡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上
市的化肥企业……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氮肥厂，年年都在上马新项目，快速成长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市公司。

2008年，心连心公司发展形势持续
向好，年利润首次突破4亿元！心连心阖
厂欢庆，管理层却也有了新的烦恼和迷
茫：富余的资金该往哪儿投？

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房地产业，
有着超高回报率，犹如一块散发着诱人香

味的蛋糕，让不少传统企业趋之若鹜。心
连心公司总经理张庆金说，每个月都有好
几个房地产项目拉心连心公司投资“入
伙”，部分心连心职工也通过各种形式提
出强烈建议，很多职工都等着刘兴旭一声
令下冲到房地产行业“挣大钱”。

刘兴旭的“憨病”又犯了。刘兴旭
说，农化企业连着千万家农民，关系着国
家的粮食安全，不能光想着挣钱而不考
虑社会责任：“为了这份责任和‘初心’，
我们要心无旁骛专注化肥主业，为农民
生产出更绿色更高效的化肥！”

从此，心连心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每年拿出不低于销售收入的3%作为研发

费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国内一
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深度合作，还建成了
目前国内唯一的主要研究新型高效肥料和
氮肥先进技术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氮肥
工业（心连心）技术研究中心，累计取得国
家专利、授权专利近300项。

心连心公司已经形成“腐植酸、控
失、聚能网”三大系列高效肥产品，把氮
肥的利用率提高了 20%以上，在施肥量
减少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和品质。截至目前，心连心公司累计推
广高效控失肥 150 多万吨，推广面积
4000多万亩，已累计提高粮食产量15亿
公斤，让农民增收30亿元。

新华社记者王玉山，对 10年前的一
件事记忆犹新。

2010 年 3 月 7 日，福银高速陕西永
寿段突降大雾，还飘起小雨雪，地面结起
一层薄冰。恶劣的路况造成20辆车连环
相撞，19人严重受伤。

“事故还造成该路段由北往南堵车，救
援车辆难以接近，一个个生命危在旦夕！”
正好路过的王玉山，赶紧前往事故现场，一
方面看能否为救援搭把手，另一方面也要
为事故和救援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王玉山在现场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
年人，正组织大家展开有序救援。他们用随

车携带的工具砸碎车窗，拽开车门，小心翼
翼、尽量快速地从变形的车厢里把一个个伤
者抬下来，送到停在远处的120急救车上，
血水、雨水、汗水很快就湿透了他们的衣裳。

紧张的援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正
因为快速及时的抢救，为一个个生命赢
得了宝贵的救治时机，19个伤员最后全
部成功获救。而此时，王玉山正准备采
访那位表现抢眼的中年男子，却遗憾地
发现，他已悄然离开。

王玉山拍摄的一组新闻图片，被多
个网络平台转载。两天后，有人认出，那
位多次进入镜头的中年人正是刘兴旭！

知道这个消息，王玉山说，心连心公
司年产值几十亿，刘兴旭是曾连续两年跻
身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富豪”，仍不顾
个人安危、带头救人，尤其值得敬佩。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论何时
何地，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曾是一名‘子弟
兵’，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
就该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他们
的生命！”刘兴旭说。

2016年 7月 9日，新乡遭遇特大暴雨
袭击，位于新乡县境内的大泉排河堤发
生决口，滚滚洪流涌进千亩良田，危及周
边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时的刘兴旭已年过花甲，闻讯立
即带领心连心的干部员工组成抢险队，
赶往抗洪一线。

面对刻不容缓的险情，刘兴旭身先士卒
跳进水中，不管衣服湿透、泥浆灌满胶靴，像
年轻人一样抢着运沙袋，还不断给大家打气
加油，用血肉之躯筑成了坚实堤坝。暴雨越
下越紧，刘兴旭又主动从心连心公司调来编
织袋、架子板、钢管和专业的基建队，把挖掘
机也开到了决口现场参与抢险。

经过五个小时不间断的战斗，刘兴
旭带领抢险人员冒雨忍饥，终于将决口
彻底堵住，守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09年，国内化肥产能严重过剩，产
品价格持续低迷，整个行业进入整合期，
众多企业在无法有效“开源”时不得不选
择“节流”。

节流如何“节”？化工行业是一个容
易产生污染、对环境造成危害的行业，运
行成本中治污占“大头”。有些“聪明”的
企业，对治污设备采取了白天开晚上关、
检查开平时关的“对策”。

“咱们不能这样干！”刘兴旭说，保护
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事
关群众健康和子孙福祉，在这件事上可
绝对不能耍小聪明。

本世纪初，在国家还没有出台严厉的

环保政策之前，刘兴旭就以高标准要求自
己，采取比国家规定的最低排放标准还要
低30%到50%的企业内控标准，采用最先
进的治理技术和设施，不惜代价做好环
保，保证了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不断降低。

近几年，心连心公司在节能环保项
目上的投入高达 10亿多元，占到企业利
润的 40%，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60%
以上，成为全国第一家造粒塔超净排放、
第一家实现锅炉超低排放的化肥企业，
被生态环境部、中国氮肥工业协会树立
为环保标杆，并参与行业排放标准的制
定。2018年心连心公司被工信部评为国
家级“绿色工厂”。

刘兴旭对环保事业的追求，达到了
“吹毛求疵”的程度，连已经实现“超低排
放”的设备也不放过。

造粒塔“冒烟现象”是行业难题，是
国内外所有尿素企业正常生产的最显著
标志之一。心连心公司这些白色的羽状
烟流看着“怪吓人”，实际上主要成分是
无味无害的水蒸气，蒸汽中的粉尘含量
降到 30mg/m2，远低于行业 150mg/m2

的平均水平。
刘兴旭认为，给群众造成“视觉污

染”“心灵污染”，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污
染。2017年，刘兴旭决定成立攻关小组，
联合相关科研单位，一举攻克尿素造粒

塔冒烟的顽疾。
“我们创新采用了干法除尘工艺，在

造粒塔上加装特殊材质、特殊型号的过
滤装置，把尿素粉尘颗粒进行有效过滤
回收。”刘兴旭说，新的工艺中不再使用
水，因此彻底消灭了“冒烟现象”，与此同
时，新工艺排出空气的粉尘含量再次大
幅下降，达到10mg/m2以下。

2018年 3月，经过一年的联合攻关，
心连心对第一个造粒塔改造完毕，并进行
了半年的观察调试完善，确认技术完全成
熟后，又在2018年12月底前，把剩下3个
造粒塔都进行了改造，让造粒塔“冒烟现
象”在心连心公司彻底成为历史。

2 要为农民造出好化肥不改初心

3 愿用生命守护生命不畏牺牲

4 倾情守护蓝天白云不惜代价

5 把厂区建成“军营”不忘恩情

在刘兴旭的带领下在刘兴旭的带领下，，一个年产一个年产88万吨碳铵的县营小氮肥厂万吨碳铵的县营小氮肥厂，，经过短短经过短短2020多年的多年的
发展发展，，成长为年产超过成长为年产超过500500万吨的国家大型化肥生产基地万吨的国家大型化肥生产基地

——记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兴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