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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日前，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
（Dan Shechtman） 莅焦，造访河南维可托镁合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克托)，双方初步达成长期战
略合作意向。

丹·谢赫特曼是世界著名的材料学家、电镜专
家，以色列理工学院材料工程系杰出教授，美国科
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以色列科学
院院士，西安理工大学荣誉教授。他因为创造性发
现了准晶而享誉世界，先后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2011年）、欧洲材料研究协会（E-MRS）25周年奖
（2008年）、EMET化学奖 （2002年） 等多项世界大
奖。

丹·谢赫特曼现场了解了维可托的生产工艺、
产品种类和性能，并与企业负责人刘胜利进行了座
谈。他说，维可托生产的常规镁合金产品在业界已
达到领先水平，尤其是镁合金超细直径1.2mm的成盘
焊丝工业化生产及其工艺世界领先，解决了3D打印
的原料难题。他将在西安市建立镁合金研究工作室，
专注于生产镁合金快速成型设备（3D打印）。他非常
愿意为维可托提供3D打印专用焊丝的技术支持。

诺贝尔奖得主何以青睐维可托这家民营企业？
刘胜利直言不讳：创新使然。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
要落后。凭创新，维可托已然成为一家小而精、小
而美、小而强的创新型企业。

在创新中自我完善，在创新中寻求出路，靠创新
淬炼核心技术能力。创新为维可托提供了不竭动力，
为其步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了可靠支撑。

作为21世纪绿色工程材料，镁合金是制造业中
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之一，在汽车、电子、国防军
工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根本。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
加快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奋进目标。维
可托是一家主要生产镁合金焊丝、镁合金棒的企
业，目前拥有两项发明专利——镁基合金的半连续
铸造工艺和一种镁合金焊丝的制备方法。

维可托由多年镁合金从业经验的刘胜利先生发
起。2017年，维可托投资5000万元建成了三条先进
生产线：一条年产 1 万吨的镁合金棒自动化生产
线、一条年产200吨的镁合金焊丝生产线和一条年
产100万件的镁合金压铸生产线。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军人出身的刘胜利，牢记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真谛，全方位践行这一理
念，具备了独特的优势。维可托的核心技术是在
2003年购买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又投资3000万元进

行了高科技生产技术研发，现已研究出生产高质量
镁合金的配方和工艺，具有不可模仿性。业界专家
评价说，用此配方和工艺生产的镁合金焊丝可以实
现不同镁合金材料之间的兼容焊接，也就是不同材
质镁合金可用一种焊丝焊接，并且具有热效应区
小、焊熔深、不起泡等优点。尤其是维可托生产的
1.2mm镁合金焊丝，采用一次挤压工艺替代了原来
的先挤压后拉拔的工艺，业界唯一。依靠行业内顶
尖的技术团队，维可托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不断拓展镁合金材料的应用范围，为推
动我国镁合金产业做大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企业力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采用独特而先进的
生产工艺和自动化设备，维可托保证了镁合金的高
质量和高稳定性。维可托生产的镁合金棒经特殊工
艺细化，晶粒小、内外均匀、杂质含量低、免剥
皮，压铸生产线再以这些镁合金棒做原料，生产镁
合金自行车架、车圈、镁合金弓弩架等高质量产品。

维可托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镁合金焊丝专业生
产厂家，生产的镁合金焊丝有 1.2mm、2.4mm、
3.2mm等规格，均采用一次挤压成型工艺生产，质
量稳定。用这些镁合金焊丝可以将不同型号的镁合
金焊接在一起，焊接件的热效应区小且焊缝强度高
于非焊接区。用这些镁合金焊丝焊接的自行车车
架，振动实验次数可达15万次以上无裂缝。据刘胜
利介绍，镁合金焊丝的应用，彻底解决了镁合金的
焊接问题，可推动镁合金在军事、航空航天、民用
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可提高镁合金在国内的应用总
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镁合金储量高的优势，推
动镁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将为我国带来一场材
料革命。

“几乎不敢相信，这绝对令人振奋。”当看到维
可托刘胜利发来的镁合金棒材图片时，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唐靖林感慨道，“一个世界性的
技术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坚持创新不止，不断开发新产品，适应和引领
高端行业的新需求。在企业的发展路上，刘胜利果
断拍板：自主创新。思维决定出路，观念孕育生
机。刘胜利坚持自主创新，不间断研发，攻克难
关，经历无数次试验……

日前，记者到维可托采访时，刘胜利正在车间
忙着检验免削皮镁合金棒材。他告诉记者：“我们生
产的镁合金棒材再加工时可以直接挤压，而用传统
工艺生产的镁合金棒材不仅要先削皮，而且会损耗
掉20%的原料。”

为什么要削皮呢？对于记者的疑惑，刘胜利
说，镁十分活泼，非常容易氧化变色，即使是镁合
金棒材，表面也会生成厚厚的一层黑灰色氧化物，
而且在氧化物固化的过程中因为内外冷却速度不

同，会导致密度不均，表面产生竖纹，影响产品的
品质。所以，传统的镁合金棒材在进一步加工时需
用车床削皮。德国、日本等镁合金制造技术先进的
国家，目前也未能解决棒材表面氧化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是免削皮那么简单。”刘胜
利说着，拿起一根镁合金管，用力将其拗成“U”
形，随后又将其恢复原状。他说：“镁合金是六方晶
粒体结构，分子较大、密度较小，传统的镁合金制
品必须加热才能改变形状。经过我们的技术革新，
产品可以直接冷弯，不仅韧性更强，而且强度也同
步提高。”

镁合金性能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应用范围的拓
宽。作为我国第一代镁合金自行车研发的参与者，
刘胜利告诉记者：“传统的镁合金自行车，只有车架
等部分是镁合金，因为镁合金易断裂的特点，车把
和前叉、后叉仍需用铝合金制作；现在解决了强度
和韧性问题，就可用镁合金生产车把和前叉、后
叉，自行车就会更加轻便。同样，在运动器械、轨
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镁合金的应用范围可以
得到进一步拓宽。”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刘胜利说：“关键是产品
配方和制备工具。”首先是调整镁合金的成分比例，
然后使用新研制的工具使合金溶液迅速结晶固化，
这样生产出的镁合金棒材结晶晶粒从传统的300微
米以上降到了100微米以下，因而性能更好、表面
也更光滑。生产中全程使用氩气进行保护，避免了
产品生产过程中被氧化。

“新的生产工艺不仅减少一道生产工序、提高了
原料利用率，而且挤压用镁合金的生产实现了机械
化，在节约成本的同时，确保了产品品质的稳定。”
刘胜利说。

对于企业而言，科技创新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石，是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动力之源。在知识经济、
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创新浪潮不断涌现的今天，
我市的企业唯有像维可托这样，将科技创新作为产
业崛起之本和企业生存之道，自觉把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列为企业科学发展的头等大事，才能通过技术
创新，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有力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的步伐。

当前，我市经济面对增速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
重压力，迫切需要寻找和增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全面分析我市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不难看出，
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
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
新引擎。而今，维可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
生动诠释了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的真实内涵，
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

愿企业中人有所感悟。

创新为魂 匠心筑梦
——诺贝尔奖得主造访维克托的幕后故事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 通讯员赵春
营）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会在京召开制造业单项冠军经
验交流会，发布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公告。中原内
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内
配)上榜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
主营产品汽缸套上榜单项冠军产品。

此次发布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旨在培育制造
业全球单项冠军，提升企业专业化能力
和水平，突破制造业关键领域短板，推
动产业整体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促
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共有
68家企业、26家企业和66种产品，分
别成为本批次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单项
冠军培育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中原内
配是我市唯一上榜的企业。

近年来，中原内配始终坚持把创新
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整合运
用全球行业最先进的研究资源，聚焦实
现内燃机技术，与上游客户实现同步设
计、同步研发；利用自有的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的实验室、河南
省工业设计中心等九大科研创新平台，

与上海交大等单位实施高效的产学研合
作；持续开展核心技术研发，先后投入
研发费用 5000 多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4.4%以上，购置全球先进的实验设备仪
器，有效保障关键技术的研发质量及效
率；主持制修订了国家、行业标准 13
项，拥有各类授权专利255项，其中发
明专利 59 项、国际专利 4 项，专利数
量、质量排名行业第一。

中原内配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
的生命，坚持质量先行，精雕细琢铸就
精品，建立了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行
业内首家同时通过了中、英、美三国
ISO9002、美国 QS9000、德国 VDA6.1
和 IATF16949、ISO14001、ISO9001 质
量环境体系认证企业，产品质量实现
0PPM，获得了全国质量标杆、河南省
省长质量奖。目前，中原内配是全球最
大、技术领先的汽缸套产品研发制造企
业，产品为国内90%以上的高端主机配
套，是我国行业内唯一进入美国通用、
福特，德国奔驰、大众和瑞典沃尔沃等
国际知名公司的全球采购体系，出口业
务覆盖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
区，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均列第一。

中原内配上榜第三批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1月8日，沁阳市沁南工业集聚区内的焦作泰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人
在组装调试机械。近年来，该公司致力于研发农业收获机械和配套设备，目前已
研发出小麦、玉米机架，剥皮机、拔禾轮、脱粒室、驾驶室平台、粮仓等80多
种规格系列产品，年生产农用大型机械5000多台，年销售收入达1.1亿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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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谢仲达）为确保机构改
革工作顺利进行，近日，市工商局根据工商
系统队伍实际，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在全系统开展“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
主题教育活动。

据了解，市工商局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活
动的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深入学习党章党规
党纪，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进一步增强工
商系统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切实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严肃
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
家法律法规及上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确
保机构改革期间系统思想不乱、队伍不散、
工作不断，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系统大局稳
定。

在此次主题教育活动中，全市各级工商
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统筹安排，适时召开
动员部署会，让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和领
会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
性，切实增强学习和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的积
极性和自觉性，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态度
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组织专题学习。把《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等党纪法规和中央、省、市有
关机构改革的文件政策精神作为主要学习内
容，采取集中辅导、集中交流、领导领学、
领导点评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讨
论，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并对照
查摆自身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日常言行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原因，找准问
题根源，制定整改措施。为切实增强学习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各级工商部门积极采取措
施，确保学习人员、时间、地点、效果四落
实。开展警示教育。市工商局结合以案促改
工作，以典型案件为例开展警示教育，用身
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
看警示教育片，及时通报典型案例，从中吸
取教训，引以为戒。重温入党誓词。组织党
员干部重温入党时的决心和信念，铭记入党
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忠实践行自己的入党
誓词，接受深刻的党性洗礼和教育。

根据此次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

的情况，市工商局党组又适时提出了四点要
求。一是要强化思想的统一、认识的提高。
全系统党员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
认识到开展“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主
题教育活动，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增
强法纪观念、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的
迫切需要，对确保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切
实做到增强党性，严于律己，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使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
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内化为做
人干事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标尺，严格遵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党员干部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
把“四个服从”融入其中。

二是要加强党组织领导，用心组织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把开展“强党性、守纪
律、讲规矩”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和改

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
要举措，认真组织实施；对学习教育活动
进行专门研究部署，及时分析情况，尽好
责、抓到位；市局机关各科室及直属单位
负责人、各分局局长、股所长要履行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
岗双责”，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担当
作为，密切关注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切
实做好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
导干部职工讲政治、顾大局，切实担负起
分管领域的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
级，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是要注重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效。全
系统各单位要把开展“强党性、守纪律、讲
规矩”主题教育活动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有
机结合起来，紧贴实际，学以致用，真正做
到以活动开展促进工作开展，以工作成果检
验活动成效，使活动和工作两促进、两不
误。

四是要加强督导检查，严格问责。市
工商局将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坚决杜绝支差应付、敷衍塞责。对督查中
发现的搞形式、走过场、落实不力等问
题，立即予以纠正和批评，决不姑息迁就，
对顶风违纪的依照党规党纪进行追责问责和
严肃处理。

市工商系统开展“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河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从2018年12月19日起，对18份现行有效规范
性文件进行废止，对2份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名称：
1.关于印发《河南知名商品认定、保护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
2.关于印发 《河南省有奖销售备案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
3.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2315”受

理消费者申诉举报案件分流规定》的通知。
4.《关于实施合同帮扶工程，为企业改革和农村经济

发展服务的意见》。
5.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大力培育和

发展农村经纪人的意见》的通知。
6.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支持和规范

订单农业的意见》的通知。
7. 《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

见》。
8.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商品交易市场信

用分类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
9.《关于调整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拍卖企业备

案监管范围的通知》。
10.关于印发 《河南省动产抵押登记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11.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系统农资市场监管六项制

度》和《河南省农资经营者履行义务六项制度》的通知。
12.《河南省工商局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和规范农村经

纪人的意见》。
13.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系统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

查检验工作规范》的通知。
14.关于印发 《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

法》的通知。
15.关于印发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信息抽查实施细则（试行）》的
通知。

16.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公示出资信息定向
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17.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系统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
查检验信息公示及处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8.关于印发 《河南省无传销城市认定办法 （暂
行）》的通知。

修改的规范性文件名称：
1.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络经营者使用

电子链接标识暂行办法》的通知。
2.关于印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市场防控高致

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通知。
（工宣）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