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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全球头把“交椅”

破局新能源

今年 3月 15日，省委主要领导来到多氟多
进行调研，了解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等情况，指
出要围绕龙头企业全链条、全要素补链强链延
链，补上关键环节，提高配套水平，构建一流产
业集群、产业生态。

“多氟多始终坚持创新、产业报国。省委主
要领导叮嘱我们，多氟多的定位、发展方向和国
家战略、河南省战略契合，要聚焦新能源、新材
料，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在全省新材料产业发展
中带个好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坚定了
我们将多氟多打造成新能源头部企业的信心和
决心！”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感慨。

2021 年 9月，多氟多控股子公司广西宁福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工建设锂离子电池生产
线，总投资 74亿元；今年 1月 4日，多氟多年产
1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关键材料项目动工，
计划投资 51.5亿元。

为何在新能源领域大手笔不断？因为多
氟多有底气：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材料六氟磷酸
锂，该公司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35%，全球市
场占有率为 20%，产销量全球第一。全球动力
锂电池中，每 4 块就有 1 块用的是多氟多的六
氟磷酸锂。

在新材料产业三个重点方向、六大领域，多
氟多均取得重大突破。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更名为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是
其加速实现换道领跑的最好注脚。

去年 10月，全省首批 10家省产业研究院和
8家省中试基地揭牌，多氟多牵头组建的氟基新
材料产业研究院赫然在列，是焦作唯一一家。

多氟多 1999年正式成立，2010年在深交所
挂牌上市，致力于高性能无机氟化物、电子化学
品、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研发生产，是行业内
较少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完整产业链的高
新技术企业。

多氟多最惊艳的一次创新“跳高”，当属打
破国际技术垄断的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

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只
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每吨价格高达100多万元
人民币。多氟多曾数次找日本厂家寻求合作，但
对方既不接受参观学习，更不出卖生产技术。

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多氟多坚定
地向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发起攻坚。

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经过 8年奋战，多氟
多实现了六氟磷酸锂从产品工艺到生产设备
的全面‘自造’，更是使我国成为第二个能自主
生产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国家，为我国新能源行
业和军工装备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

‘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关
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一举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氟多总工程师闫春生
介绍。

拳头产品批量供应台积电！今年，对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无疑是

里程碑式的一年。继成功打入韩国半导

体产业供应链后，多氟多在全球半导体高

端供应链进一步站稳脚跟！

新能源核心材料六氟磷酸锂生产技

术打破国际垄断，产量雄踞全球第一；牵

头组建的省氟基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成为

全省首批省级产业研究院，牵头组建的氟

基新材料创新中心是全省 14个先进制造

业创新中心之一……

位于焦作市的多氟多依靠科技创新，

从深耕低品位氟硅资源综合利用出发，先

后抢占新能源及电子化学品赛道，以深厚

的民族责任感攻克国家“卡脖子”难题，挺

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实现跨越式发展，成

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向峰而行再攀高，又乘春风浩荡时。

迈入“十四五”，多氟多借智发力，动作频

频：与中科院的7个研究所开展技术合作

和成果转化，与清华大学就微通道反应等

前沿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与郑州大学共同

成立智慧元素研究院，与河南理工大学联

合建设新材料产业学院。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多氟

多雄心万丈，豪情飞扬。

□陈学桦 姚广强 魏现有

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人生之路就有多宽；
一个企业的格局有多大，发展之路就有多宽。

“民营企业，同样要心系国之大者，勇当产
业变革的急先锋，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多氟多，就是
要立志为国挑大梁，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李
世江说。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中国化工行业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节能减排
先进单位等荣誉，先后花落多氟多。

2022年，多氟多梳理发展战略，以“氟通四
海、锂行天下、硅达五洲、智变未来”为使命，以

“全球氟材料行业引领者”为愿景，坚持“从氟化
工出发，向新能源、新材料进军”的发展路径，向
百亿级新材料企业进军，为焦作打造千亿级新
材料产业园和河南打造万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贡献力量。

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
任、道德责任。一个好的企业，能为客户提供优
秀的产品和服务。一个卓越的企业，不仅能为
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要输出爱心洪
流和精神产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今年2月，多氟多收获了中国红十字会颁发
的“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章”。“这样的荣誉，我们
一样看重。”李云峰如是说。

多氟多要做的，不仅是生产一流产品，更要
培养一大批爱心员工，把企业文化理念发扬光
大，引领更多人加入奉献爱心的社会洪流，为大
爱无疆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是多氟多多
年来持续打造的一个爱心品牌。

2008年，多氟多党委发起成立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服务队，成为全省第一支造血干细胞
企业志愿服务队，旨在为重症血液类疾病患者
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其恢复造血功能，挽救生
命。14年来，该服务队已组织 8次造血干细胞
血样集体采样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人
数已达1300多人。

与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合作成立“思
源·新能源公益基金”，连续多年参与金秋助学
活动，为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疫情防控捐款捐
物……在更多公益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多氟多
的身影。

跋山涉水不改一往无前，山高路远但见风
光无限。企业坚定归零心态，才能储备不断攀
登新高峰的勇气和毅力，创造更好的进步和更
大的成功。

在全省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的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多氟多将以“弄潮儿向涛
头立”的气概，用“重装行装再出发”的豪迈，创
新出彩，搏浪前行！

敢不敢向世界科技高峰进军，能
不能摘下科技的桂冠，是优秀企业和
卓越企业的根本区别。

科技创新的伟力，正在快速推动
人类社会从碳基文明向硅基文明转
变。半导体产业是硅基文明的荣耀，
是科技创新的龙头和先导，在信息科
技和高端制造中占据核心地位，却成
为我国的短板，让无数半导体产业从
业者扼腕长叹。

聚焦国家“卡脖子”工程，助力改
变中国“缺芯少魂”现状，多氟多义无
反顾地站在了半导体产业的攻关最
前沿。

攻克六氟磷酸锂生产技术后，
多氟多的目标直指半导体产业“关
键材料”项目——超净高纯电子级
氢氟酸。

一步一个脚印！2011年，多氟多
立项开展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制备
工艺的研发；2013年 8月，多氟多正式
建成电子级氢氟酸车间，投资建设年
产1万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项目，
打破了高品质电子级氢氟酸完全依赖
进口的局面。

如今，多氟多的电子化学品稳定
直供我国台积电和韩国三星、德州仪
器等十余家国际一流芯片企业，凭借

的是一流的技术研发团队、持续的自
主研发创新、过硬的产品品质、精细化
管理的硬核实力，和打破国外技术垄
断、为民族企业争光的自强精神。

围绕国家强链、补链、延链“卡脖
子”工程，多氟多依托在氟化工领域的
技术积累，突破原料纯化、装备技术、
工艺控制、生产环境、检测方法等关键
技术，电子级氨水、电子级硝酸、电子
级氟化铵刻蚀液等系列产品相继开发
成功，为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国产化
率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1 年，多氟多的年产 3万吨超
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项目、年产3万吨
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项目、年产3万
吨高性能无水氟化铝技术改造项目，
均因为光明的市场前景倍受资本市场
青睐。

“多氟多承担的‘低品位氟硅资
源制备电子级氢氟酸精馏节能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被列入 2021 年
国家‘重点行业绿色低碳技术攻关项
目’。这是国家从 100 多个项目中层
层挑选的 3个项目中的一个，这也是
多氟多承担的第 21个国家级项目。”
多氟多总经理李云峰的话语中透着
自豪。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
站在新时代的“芯”高度，多氟多敏锐
洞察，科学布局，以总部湿电子化学品
为“北基地”，以浙江中宁硅业电子特
气为“南基地”，“南北双基地”双轮驱
动格局正在形成。

今年 4月 26日，多氟多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刘海庆及博士后
曾艳阳收到了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
创业大赛的获奖证书。在这次大赛
上，多氟多“氟化工 5G+工业互联网”
项目荣获优胜奖。

“算力”也是生产力，“智造”成就
新未来。

去年 4月 24日，省政府主要领导
在多氟多查看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新材料研发、安全生产等，提出要
着眼服务碳达峰、碳中和阶段性目标，
加快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把好安全、
质量和环保关，瞄准精深加工拉长延
伸产业链。

低碳化和数字化，是全球范围内
出现的“双重革命”。生产数字化，多
氟多同样敢为人先。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河南省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第一批）创建名
单的通知》，多氟多等 15个企业申报

建设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入选首批
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培育对象。

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是指由数
字经济相关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等牵头成立，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和行业内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需
要，整合公共资源，为企业提供服务的
组织。通过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
心，可以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行
业内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积
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

在管理创新方面，多氟多致力于
打造“智才聚集、智能制造、智慧企
业”三智工程，推动供应链、需求链、
智能制造链和创新链深度耦合，构建
数字化管理新模式，以数字化转型推
动创新发展。“无机氟化工企业以数
字化平台应用为支撑的智慧化运营
管理”，荣获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一等奖。

“我们建设了生产运营指挥中

心，在大屏幕上，用鼠标随便点击一
台设备就可以看到这台设备的实际
运行情况。这些数据和信息都是实
时的，比在现场看来得更加直观。”刘
海庆介绍。

5G+视频采集分析、5G+大数据
分析系统、5G+AGV 在线调度、5G+
无人机……多氟多打造的5G+工业互
联网平台，实现生产运营过程“一眼看
全、一眼看穿、一眼看透”，达到管理和
控制“一目了然、一竿子到底”的目的。

“多氟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
节点，即能源与数字的双重革命。随
着社会发展高度数字化，多氟多站上
了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的交会点。
一方面，我们的产品顺应了社会发展
的需求，对新能源事业作出贡献，并
发挥了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多
氟多也将聚焦数字化，将新能源体系
的建设立足于数字化平台之上。”李
云峰表示。

聚焦国家“卡脖子”工程攻关半导体

让“数智”创造生产力转型数字化

归零心态逐梦未来

为国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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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创新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密码

多氟多科技大厦。

多氟多新材料大厦。

数字化平台调度中心。

国家认可实验室。

六氟磷酸锂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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