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江

李世江：用创新思维“链”接美好未来

这是一位有着近50年党龄、经历了血与
火考验的老党员；这是一位在商界打拼四十
多年、经历了风雨磨砺的企业家。

作为军人，军旅生涯磨炼了他钢铁般的
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坚信党的领导是一切胜
利的保证；作为企业家，他始终以产业报国为
己任，坚持依靠群众依靠党，非公企业报天
下；作为“知本家”，他善于用知识改变命运，
坚持创新，成为新时代的领路人；作为慈善
家，他懂得把创造财富和使用财富完美融合，
做一个受社会尊敬的人；作为追梦者，他正致
力打造智能时代“新氟谷”，铸就新能源全产
业链，领舞智能新时代。

他就是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

多氟多科技大厦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张小霞 魏现有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多氟多。
这是一家从氟化盐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我国无机氟化工行业第
一家上市公司。产品布局新材料、新能源、新能
源汽车三大新兴领域，生产的无水氢氟酸、氟化
铝、冰晶石、六氟磷酸锂产销量持续多年居世界
第一。

20年探索、20年创新，多氟多研发的“高纯
晶体六氟磷酸锂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
等奖企业”和“中国化工行业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等荣誉称号。

在改革中探索、在改革中成长，从氟化盐向
新能源汽车，多氟多和他的董事长李世江正以
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信心，阔步前行。

临危受命：

为政府卸包袱给企业找出路，
改革开放有了生动实践

多氟多的前身是焦作中站区属国有企业——
冰晶石厂，由于多种原因，濒临倒闭。1994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神州大地，“国企改制”
已成为突破国企发展瓶颈的救命稻草。这根
救命稻草不是“灵丹妙药”，改制失败的先例比
比皆是。

中站区政府四大班子经过深思熟虑，决定
把李世江列入首选对象。因为他是复员军人，
具备军人坚韧的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因为他
是学习型人才，不论在部队、在地方，从未间断
自学，喜欢挑战新的事物；因为他有实业报国的
情怀，复原转业放弃轻松的事业单位，立志到企
业生产一线磨练打拼。

中站区领导“六顾茅庐”的诚意，打动了李
世江。他到任后，深入到生产一线摸爬滚打，找
到了生产工艺严重滞后的“病根”，及时开出了
拯救企业的“良方”，冰晶石产量和质量都得到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依照国家法律规定，1999年，冰晶石厂进行
了“国企改民营”的第一次改制，成立“多氟多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民企灵活的体制、管理者创
新思维的灵活运用、技术改造和市场的灵活推
广，使多氟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010年 5月18日，第二次改制后的“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改革开

放让多氟多再一次真切感受资本带来的魅力。
“上市的好处只有上了市才知道。”李世江

说，资本不仅看市场表现，更看重未来的发展。
多氟多凭借氟化盐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的青睐，
第一次在资本市场融得 10亿元资金，这为技术
创新、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战略夯实了基础。

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与国企并购重组，形
成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运营营造了良好的环
境。多氟多利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结合
我国西部丰富的资源和市场需求，先后与“中核
集团”“中色集团”两家“国”字号企业实施多种
形式的合作，成立“昆明科技”“白银中天”和“盈
氟金和”三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民企灵活的机
制与国企良好的基础融为一体，实现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国企”混合所有制
运营的标杆和示范企业。

二十多年来，李世江带领多氟多从国有企
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从体制僵化到科学发展的
现代化管理企业、从单打独斗的一个公司发展
为控股十多家企业的集团公司，改革开放带来
的无限活力在多氟多有了生动的实践。

站位高远：
从“单一”到“多元”，跨界转型

“贯通”产业链

“创新没有回头路。”李世江对创新的执着
和坚定，始终激发多氟多人的创新基因。

“氟锂结合、氟硅分家，一分一合，既有哲学
思维、又有科学花朵”，这是中石化联合会领导和
一位经济学家对李世江创新成果的肯定和赞誉。

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右上角最活泼的非金属
元素“氟”，极难驯服，被称为“化学界的顽童”。

李世江带领他的团队利用技术创新，不仅把“顽
童”驯服，而且通过“氟锂结合”开发了国家级新
材料六氟磷酸锂，打破了日本垄断，为我国新能
源汽车强国梦战略贡献了“多氟多智慧”。

以六氟磷酸锂为突破口，向下游延伸，进军
锂电池。年产 3亿AH动力锂离子电池已经产
业化。

电池、电机、电控构成电动汽车的动力总成，
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多氟多掌握了这一核
心技术。2015年，多氟多顺势而为，收购河北红
星汽车有限公司，打通了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作为民族工业的一份子，在中国电子化学
品产业发展上，李世江还有更深远的思考。

李世江说，未来的竞争不是单纯产品和单
个企业的竞争，而是平台的竞争、产业链整合能
力的竞争、生态系统建设能力的竞争，这是新时
代的产业格局。“多氟多有信心抓住机遇，尽快
实现中国电子化学品的国产化梦想。也愿与各
方面相互赋能，致力于全产业链生态建设，为

‘中国芯’宏伟事业再立新功。”李世江说。

创新为要：
由“技术和资本驱动”向“管理

和思想引领”，做改革开放急先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全球经
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李世江敏锐的意识到，多氟
多 20 多年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
变。由发展初期的技术出行和资本市场双轮驱
动，向管理创新和高端人才共同引领转型，形成
由一个灵活、两大支撑、三大领域、四大板块构
成独具特色的和谐共赢产业链。

创新是灵魂。多氟多依靠自主创新，走出

了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
的技术创新之路。共申报专利 465项，其中发
明专利 216项；授权专利 305项，其中发明专利
113。

技术创新需要资本的强力支撑，技术领先
又反过来吸引资本的青睐，改革开放让资本和
技术有效融合，推动企业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

2010年，多氟多上市第一轮融资加快了新
材料六氟磷酸锂在关键阶段的研发和产业化投
入，奠定了从氟化工向新材料的第一次转型。

2015年，多氟多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
金 6亿元，推进了 3亿安时锂电池项目的实施，
使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同
年7月，多氟多投资1.5亿元，收购河北红星汽车
有限公司，又相继投资 1亿多元，对生产线进行
智能化改造，标志着从新能源向新能源汽车的
第三次转型拉开了序幕。

在技术和资本的驱动下，多氟多大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投资 51.5 亿元的年产 30万套电
动汽车动力总成项目、河北红星年产 10万辆新
能源电动汽车项目及年产 1.5Gwh锂离子电池
项目有序推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的格局和
框架已形成。

顺应智能时代的潮流，多氟多以互联网思
维升华管理理念，让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发展的
灵魂。李世江提出的“集中控服、专业经营、多
维管理、互联互通、价值创造、智慧担当”管理方
针（以下简称“二十四字”管理方针），成为企业
未来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推动“智慧企业、智
能制造、智才集聚”三智工程健康发展。

“二十四字”管理方针充分发挥集团总部资
源、技术、市场、人才、平台优势，为四个事业部
提供专业经营支撑；运用信息化技术，使职能管
理的多个维度互联互通、及时呼应，管理更高
效、顺畅；激发全体员工创新激情，把个人价值
与客户尊严融为一体，让担当更有智慧。

“二十四字”管理方针体现了在互联网思维
下，运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全产业
链进行多维管理，让集中控制和服务有机融合，
使专业经营在有效授权和充分自主的环境中达
到运营转型，以价值体现为动力调动员工智慧
担当的创新激情，使全产业链在新旧动能转换
中持续发力，保持健康发展。

多氟多从氟化工向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进
军，是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前，改革开放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作
为民族工业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有技术、有
担当、有能力，愿做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为改革
开放添光彩，让改革开放出重彩、更精彩。”李世
江言辞铿锵。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六氟磷酸锂生产线

红星X2于6月30日在北京成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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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明贵

专注：一生只做一件事

1982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
家名为“东风啤酒厂”的村办企业，在郑
州南郊的陇海村诞生，3年后因经营不
善陷入困境。此时，张铁山敏锐地捕捉
到了创业机会，一张承包合同将“东风”
改成了“金星”，由此开始了他在国产啤
酒行业近30年心无旁骛的奋斗……

此时，国内啤酒行业正迎来发展良
机，进入者越来越多，仅省内市场就相
继诞生了江海、奥克、鸡公山、航空、维
雪、月山等多个啤酒品牌。但金星抓住
机遇率先迈开了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1993 年产能一举冲到了 8 万吨，将其
他兄弟品牌远远甩在了后面。

时间再次来到 1995年，众多外来
啤酒巨头如华润、百威、燕京，携带着巨
资和相对成熟的工艺技术开始挺进中
原，一个个省内品牌被击垮或收编，金
星成了硕果仅存的本土啤酒品牌。30
年的风雨过去，金星不仅没有被打倒，
反而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啤酒行业前四，
如今排名虽有波动，而据中国酒业协会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2017年金星啤酒
仍以 176万吨的年产量，紧随雪花、青
岛、百威、燕京、嘉士伯之后居第 6位，
依然身处中国啤酒行业第一方阵。

如果我们把金星啤酒比喻成一艘
乘风破浪的航船的话，那么，船长张铁
山是靠什么屹立在船头指挥若定的
呢？每每问及这个问题，他反复说的
总是一句话：“我这人没有什么特殊之
处，就是一心一意做啤酒！”但这句话
也准确揭示了金星成功的最大秘密：
专注！

首先是专注于行业。做企业的，有
几人一辈子只做一个产品、一个产业？
但张铁山做到了！他向记者透露，金融
危机时，有人劝他转行，让他多种经营、
跨界发展，他没有为之所动；房地产蓬
勃发展时，有人劝他做房地产行业，他

还是没有听，“要是做房地产早就赚大
钱了，但我就是想一心一意做好主业，
从来没有后悔过。”

除了一心一意做主业，另一个是专
注于产品品质的把控与提升。一个广
为人知的故事时，1985年，刚刚接手企
业时，面对仓库里存放的100多吨不合
格啤酒，张铁山当着全体员工的面果断
将其倒进了下水道。这一倒虽然倒掉
了十几万元，却让“质量”二字深刻烙在
金星每个员工的心里。尤为难得的是，
为了更专业地把控质量，他自己首先开
始学习，并用 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一
个啤酒行业门外汉，到中国酿酒大师的
跨越，并且还是中西部地区啤酒行业唯
一的一个！

33年来，那么多企业衰了、垮了，
但金星却依然傲立；那么多企业老板跑
了、转行了、沉寂了，但靠着一股专注精
神，张铁山依然还在啤酒行业中跌爬滚
打，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每次见他都感
觉像是一个临阵的将军。

《华严经》中有云：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张铁山用
33年的光阴，守住了自己的初心，缔造
了业界佳话。

创新：做会说话的啤酒

喜欢喝金星啤酒的人都知道，从最
早的金星啤酒、金星小麦啤，到如今的
金星新一代、金星纯生、金星原浆，再到
饮料系列金星菠萝啤、金星小香仔橙子
味汽水等，其产品线非常丰富，尤其是
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快，这一切皆得益
于金星人强大的创新能力。

记者了解到，金星拥有一支多达数
十人的技术研发团队，其中包括中国酿
酒大师1人、国家级酿酒师8人、国家级评
酒委员5人、省级评酒委员20多人……这
样的技术实力，完全可以傲视群雄。

在产品创新上，金星人脚踏实地，
绝不盲目——研发团队的人，要定期到
市场上了解消费者口感喜好变化，随时
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研发、创新思
路，而后到全世界去寻找最佳原料，摸
索最佳酿造技术、最佳糖化温度和时
间，最佳包装设计，最终将更加适应消
费者需求的产品推向市场。

有一个例子是，在向市场上推出大
单品金星原浆啤酒之前，张铁山多次派
人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考察，寻找最
好的酿酒原料，学习最先进的工艺技

术，为此前前后后准备了近三年，整个
下来仅研发、考察费用就花费了数千万
元。可喜的是，2015年所有技术难关
被攻克，金星原浆啤酒横空出世，其“最
新鲜、最健康、最营养、最醇香”的极致
体验，“醇压群芳”，让喝过的人大呼过瘾，
因此一经上市就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除了拥有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在品
类上金星也在不断做调整和创新。张
铁山透露:“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让原
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
以前一个人可以喝几瓶啤酒，但是现在
大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喝饮料。因此
在啤酒之外，金星还推出了菠萝啤饮
料。另一种全新的高端饮料——麦芽
汁，也即将面世。随着各地禁酒令的出
台，酒水消费市场不断萎缩，为了应对
这种不利局面，公司投入巨资又开始研
发无醇啤酒……”

在张铁山眼里，好啤酒的标准只有
一个，那就是“自己会说话——喝了还
想喝，喝了还会给你传播”。

随着消费环境、市场形势的变化，
目前啤酒行业的竞争焦点已经转向中
高端市场，真正能为企业创造利润的也
是高端产品，因此，能否抓住机遇推出

更高品质的产品，是金星未来生死存亡
的关键。但面对竞争，张铁山没有丝毫
的疲惫与退缩，依然率领着金星团队奋
勇向前！

坚守：让金星闪耀全国

如今，68岁的张铁山已经过了退
休的年龄，但是他却依然像一个坚守岗
位的老兵，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公司，
每天都要到厂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
什么问题。正如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话“责任和竞争让我停不下来”，这也正
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

今天的金星，版图横跨豫、黔、滇、
川、陕、甘、鲁、晋、粤等10个省，拥有16
家全资子公司，年产值30多亿元，成为
河南酒行业走向全国市场当仁不让的
旗手！尤其是 2011年完成了改制后，
公司产权结构清晰，发展势头更加强
劲。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金星正在
做以下几项重点工作：一是加快向新郑
新酿造基地的搬迁。届时，新基地将全
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原本上万人的
工厂，改造升级后只需两三千人，其他
人均可转岗到市场一线去全力开发市

场。二是加强营销团队的培训与学
习。以打造“狼性团队”为核心，调整考
核办法，把利润、职称等均与业务指标
相结合，激励员工不断挑战自我。三是
加强终端渠道开发。由原来的小客户
精细化调整为大小客户相结合的办法，
尤其是要加大对超市、饭店、经销商开
发力度，注重保护客户利益。四是加快
企业的上市步伐。随着企业的快速发
展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面临的各
方面压力越来越大，通过上市一方面提
升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也通过融资解
决发展上的资金难题。

当记者问张铁山，下一个10年、下
一个30年有什么大的远景规划时。他
笑笑说，也没有啥大的规划，仍然是按
部就班做好主业，把啤酒酿好，“让全国
消费者都能喝上金星啤酒，都喜欢喝金
星啤酒”“让金星闪耀全国”，这就是他
最大的心愿。

他还说，如果再给他30年时间，他
依然会坚守在啤酒行业，并且有信心把
金星做得更好。“啤酒属于高税收、低利
润行业，虽然赚钱少，但对国家作的贡
献大，这就够了。”

这就是一个企业家的情怀吧！

33 年间，他带领金星啤酒，从起步时的年产量 200吨到如今的近

200万吨，从一个村办小企业做到河南第一、全国前四，成就中西部啤酒

行业的龙头霸业！

用外界的话来说：在河南酒行业，金星是唯一一家真正“走出去”并拥

有全国版图、最能代表豫商形象的酒类企业；在中国啤酒界，金星是唯一一

家没有任何外资背景却全国布局最完整、拥有全资子公司最多的啤酒企业！

但在公司掌门人、中国酿酒大师张铁山看来：金星没有什么特殊之

处，就是一心一意做啤酒！

张铁山：一辈子只为酿一杯好啤酒

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

现代化的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