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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伟涛

说起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很多人会说其从一家传统化工企业转
型进军新能源产业领域，鲜有人探究
其转型背后有着怎样的根由。

有人说，那是因为浸入多氟多骨
子里的创新基因——创新是多氟多的
核心竞争力。此言却无法解释，创新
意识众多企业皆具，为何多氟多会成
为其中的佼佼者？

国内外管理专家曾有一论断：
“企业竞争说到底是学习力的竞争。”
由是观之，多氟多的核心竞争力准确
来说应该是创新力以及创新力背后的
学习力，而这得益于多氟多持之以恒
创建学习型企业。

所谓学习型企业，从本质上说，
就是能够不断激发和提高全体员工的
学习力，并不断把学习力转化为创新
力的企业，其核心内容是学习力，即
指员工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
能力这三要素的有机统一。

对此，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的一
段话堪为注脚：多氟多是一所大学
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企业转型发
展的过程就是人才培养成长的过程。
秉承“我们同企业一起成长”的人才
理念，推动多氟多在转型升级的道路
上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此言非虚。回头看多氟多取得的
成就的确令人振奋：多氟多先后承
担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国家“863”计划、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家工业强基工程等 20 多项
国家级工程以及国家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计划和氟化盐绿色工艺计
划。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学校，融合
在一起，多氟多就是一所大学校，是
培养人才的摇篮。”李世江说，“多氟
多项目多、课题多、专利多、标准
多，这些都是造就人才的最好实验场
和试金石。”

据统计，在多氟多，省级职称评
定正高级工程师通过率 100%，超过
省平均通过率66%；高级工程师通过
率83%，超过省平均通过率58%。另
外，多氟多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3 人、省政府特殊津贴 2 人，国家

“百千万人才”专家1 人、行业领军
人才3人、教授级高工5人、高级工
程师31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
技术能手2人。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全员能力的提
升和支撑，同时培养员工学习力，也
需要畅通员工晋升通道，让员工拥有
各显神通的平台。为此，多氟多打开

“行政序列、工程技术序列、专业序
列和技能序列”四个通道，16 名高
层领导干部均取得高级职称，712名
员工拿到大专文凭、495名员工拿到
本科文凭。同时，多氟多获批设立
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河南省技
能大师工作室，为吸引对接国家高
科技人才、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和高技能领军人才，提供了强大的平
台支撑。

多氟多有一个“多氟多学院”，
其职责是对干部员工进行定期轮训。
打造智慧企业、智能制造、智才集聚
的“三智工程”，智才集聚是关键、
是核心。在李世江的经营理念中，深

植着一个“大人才观”——企业对员
工最大的好，就是舍得投入、加大培
养、创造条件、大胆使用，注重实
干，向一线倾斜，让人才有创业机
会、有用武之地、有发展空间。正
是多氟多这所大学校，让没有机会
接受系统技术知识熏陶的人，通过
实践成长起来，成为特殊人才，如
氟化工奇才韩建军，新材料勇士闫

春生，数字和智能化精英团队刘华
伟、刘海庆、郝斌、梅海波等，新
能源专家许飞和新能源汽车专家陈士
毅等。

创建学习型企业有一个核心理
念——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即
引导员工将工作当学问来研究，鼓励
员工带着问题学习。

十年磨一剑的闫春生，正是在工

作实践中创新提出了“双釜法”合成
六氟磷酸锂的生产工艺，将未参与反
应的气体导入第二个合成槽中继续进
行反应。实验后成效显著，能提高原
料五氯化磷利用率约 25%，同时大
大降低了排放废气中五氟化磷的含
量。此项创新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
水平。

学习力就是创新力。十几年来，

多氟多收到的合理化建议有数千条，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技术创新且可以实
施的。

结构力决定行为力。学习型企业
的创建，正在多氟多形成一种实干兴
邦、实干兴企、实干兴业的企业文
化，营造人人内生成长与向上突破的
企业氛围，这也成为了多氟多转型发
展的新动能。

学习力就是创新力
——多氟多创建学习型企业初探

本报记者 杜 笠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多
氟多第十一次经济运行分析
会上，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提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
的响亮口号，凭借人才培养
机制与企业战略的有效结
合、围绕目标形成的多样化
学习体系、显著的学习型文
化氛围以及在人才培养项目
上颇具行业特色的实践成
果，让多氟多这个传统化工
企业散发出阵阵书香气。

多年来，多氟多始终走
在学习路上，冲在创新前
列。从1999年到2019年，多
氟多先后承担了国家高技术
产 业 化 示 范 工 程 、 国 家

“863”计划、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国家工业强基工程
等20多项国家级工程。多氟
多的蓬勃发展使企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造就了
一大批人才的茁壮成长。

多氟多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始终努力为员工的成长
和晋升创造条件、搭建平
台。2005年至2015年，多氟
多先后与焦作大学、河南理
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
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以学
历补贴的方式鼓励一线员工
拿到大专文凭，要求所有管
理人员具有本科文凭。不学
习就会掉队，在岗学习在多
氟多形成了一股热潮，通过
校企合作、在岗学习等多种
形式，先后有 700 余人拿到
大专文凭、400余人拿到本科
文凭。

“营造工作学习化、学习
工作化的良好氛围，这不仅
是行为的改善，还赋予了企
业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多
氟多人力资源部部长王千金
说，“多氟多提出打造学习型
组织的口号，让学习的内容
变得具体化、标准化。”打造
学习型企业，多氟多人力资
源部从人员梳理整合、绩效
考核、薪酬管理、员工培训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升
级。

在多氟多领导的大力支
持和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
下，该部门专门成立了绩效
考核小组，制定了绩效考核
（试行）办法，考核内容结合
各部门的实际情况，量化各
项指标，分别从年度工作计
划完成情况、月度工作计划
完成情况、基础工作等全方
位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确认
工作执行人员的绩效达成水
平，最终决定奖惩、提薪、
调职、晋升等人力资源管理
决策。以考核为手段，提高
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真正
实现全员考核，全面提升工作效率，打造高效
型企业。另外，该部门还成立了学习小组，要
求每个人每月学习一本书，通过分享读书感受
的方式，形成知识和资源的共享。

王千金说，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就是要以
“企业员工的发展”为中心，以“不断增强企业
竞争力”为目的，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训学习体
系，推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使
企业自身具有人力资源挖掘和再造功能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多氟多明白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是急功
近利的短期活动，更不是赶时髦、图好看的
形式化展示，而是解决企业运行机制的长期
过程，决定的是企业今天和未来发展的重大
问题。为此，该部门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制
定了一些管理办法。针对生产方面，该部门
制定了以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为核心的对标
成 本 管 理 办 法 ， 形 成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奖 惩 机
制。据了解，仅在 2018 年，多氟多四分厂的
员工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为公司解决了上
百万元运营成本。十几年来，多氟多收到的合
理化建议大部分都是关于技术创新的。针对非
生产方面，该部门制定了年度经济指标分解激
励办法，通过层层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对年
度考核任务目标进行分解，做到责任到人、任
务到岗。“为了及时掌握任务目标的最新情
况，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召开公司经济运行分析
会，及时了解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给予一
定的帮助和指导。”多氟多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王建利说。针对培训方面， 多 氟 多 成 立 了

“多氟多学院”，独创性地开辟了企业办学新
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多氟多干部脱产轮训班
开班至今，已举办了 5 期，通过不断学习和创
新探索，培养出了一批综合性、个性化、复合
型人才，既有理论经验，又有实践成果的干部队
伍。

学习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多氟多的优良
传统，也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提高素质、增强
本领、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重视学习、善于学
习的多氟多必将实现企业更高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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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璐
实习生 张佳楠

“1月份和2月份收集员工合理化
建议64条，3月份收集了217条，参
与率达15%。”4月9日，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企管科郭杰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制
度是从 2007 年开始的，截至目前已
累计建议5000多条。”

为培养有改善思维的员工，激发
员工参与改善的热情，多氟多推出
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制度的措施。
经过多年不断完善和发展，已形成

一套完整的流程，主要依据创新型
工艺、提高工作效率、扩大经济效
益等标准，分层评审，由各部门接
收建议并初审，然后由企管科组织
评委会打分，轮值副总和总经理进
行评判，最后由董事长决策，评出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四等奖和鼓励奖，并在每月中层干部
会议上提出表扬。

建议不管大小，只要能提出合理
的、对多氟多有利的，都是好建
议。多氟多安全环保部的李宁看到
厂区门口混乱的停车秩序、厂区无
序停放的车辆以及充电设施的不规
范使用，提出了 《关于规范厂区车

辆停放使用充电桩秩序的建议》，希
望效仿办公区门口划分燃油车及电
动车专属车位，并且利用各种培训
及班前会开始前的几分钟，宣传绿
色出行、文明使用充电桩及文明停
车等；对接受过教育却仍不文明使
用充电桩的车主，建议保卫科介
入，给予相应处罚等。

员工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多氟多活
力的来源。多氟多注重培养员工的改
善性思维，鼓励其为公司的发展建言
献策。由于多氟多销售及部分采购业
务是通过框架协议及订单开展，并没
有制度固定该类业务履行流程，所以
经常产生业务纠纷。由于多氟多销售

人员、业务人员对合同和各种单据固
定证据的认识不够充分，导致对外产
生诉讼纠纷时公司维权不利。多氟多
法务部的刘壮志、杨利利二人针对这
种情况，建议公司出台《框架协议及
订单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并建
议将履行痕迹化管理列入绩效考核范
畴。

“希望业务人员权责清楚，依照
规章制度开展业务。”刘壮志认真地
说，“及时对合作方固定合同履行过
程中的证据，做到订单有效力、生产
有依据、发货有凭证、对账有回应、
维权有效果，这样大家的辛苦才不会
白费。”

郭杰说：“将员工智慧‘利润
化’，广泛采用合理化建议，激发全
体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征求大家的
好意见，以便指导公司圈定目前类
目，促进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发
展。”

这些建议都是基层智慧的积累、
日常工作的启发，有时这样一个小
小的建议，能为公司带来直接或间
接的效益。其实企业的目的，并不
是希望从每条建议中获得多大的经
济效益，而是为了培养有改善思维
的员工，提升全员精益管理和现场
改善的能力，促进公司更快、更好
发展。

培养有改善思维的员工
——向多氟多问计合理化建议与实施

一线员工参加技能培训考试。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多氟多干部进行脱产培训。 李绪苗 摄

多氟多干部脱产轮训班开班典礼仪式现场。 董少华 摄

一线生产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李绪苗 摄

培训班学员分
享学习心得。

本 报 记 者
杜 笠 摄

多氟多国家认可实验室为员工提供学习成长的良好平台。
董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