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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集团 联办

30年，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10年的艰苦卓绝，企业规模逐步壮大，技术勇克难关，管理日臻成熟；10年的脚踏实地，持续创新，缔造氟
化工领域产业传奇；10年的转型升级，成功上市，借力两化支撑，资源整合，深度布局新领域。

30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多少人、多少事，萦绕在心怀。30年间，多氟多人像一颗颗跳动不停的音符，谱写了一曲曲壮烈奔腾的篇章；像一道道
疾驰穿越的闪电，照亮了一片片梦想希望的天空。

走过30年，其中有很多的故事，或艰辛，或有趣，或感动，而这些跟着多氟多一路走过的老员工，就是一个个最好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杜 笠

初见杨利利，她皮肤白皙、性格开
朗，很难想象她已经在多氟多工作了
25年。自1995年进入焦作市冰晶石厂
（多氟多前身） 后，25年来，杨利利经
历了统计核算员、会计、采购员、管理
专员等多个岗位，在多氟多各个领域里
辛勤耕耘，默默坚守岗位，一次次实现
破茧而出的蜕变，也见证了多氟多的发
展。杨利利打趣地说自己是一棵小草，
落到哪里都能生长。

“1995年，我来到中站区的招聘现
场，有很多效益不错的企业在招聘，但
我只相中了焦作市冰晶石厂。”杨利利
说，“当时的冰晶石厂还是一个刚起步
的小厂，效益在众多招聘单位中并不十
分突出，我却觉得这个小厂和我一样，
虽小，但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杨利利说：“其实刚参加工作时，
都会比较关注工资的高低，但在厂里工
作了半年以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当你
掌握了过硬的专业技术本领、积累了更
多的工作经验，为公司发展作出了较大
的贡献，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在最初实习的半年间，杨利利就给自己
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她明白能者上、庸
者下、劣者汰。于是，她主动参与车间
的各项工作，了解生产工序，绝不混日
子。工作之余，杨利利不断加强自身学
习，还通过了统计核算员考试。

半年后，财务专业出身的杨利利被
分到车间担任统计核算员，这一干就是
10年。

统计核算员要关注生产成本，做出
统计数据报表，计算产出消耗，领料、
退料、超支、成品入库一样都不能少，
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由于实习时对车间各环
节工作的了解，杨利利干起活来得心应
手。

2005 年，杨利利调到分子公司负
责财务工作。从粘贴凭证入手，杨利利
仔细查看并咨询同事如何制作凭证，再
尝试着做会计分录，做完了还要和同事
制作的凭证进行比对，最后详细咨询如
何制作凭证。“让我干什么我都非常乐
意。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
不断跟别人沟通、学习，别人也愿意让
我做。长久下来，我的思想不断提升，
我的知识在不断地储备，我的能力也在
不断提高。”杨利利说，“能时刻保持一
种积极上进的心态，脚踏实地工作，就
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走得更从容。”

2010 年，杨利利又被调去分管子

公司的管理业务，包括会议组织、人员
统计、报表收集等工作。杨利利的好人
缘让她成为分子公司和总部沟通衔接的
联系人。面对新岗位和新挑战，杨利利
没有退缩，她暗暗下定决心，别人能做
的事情她也能做，从零认知、零基础、
零技术到慢慢熟知并熟练，对于自己做
不好的事情，她都会多学着去做。杨利
利的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
让她成为职场上的佼佼者。

2014 年开始，杨利利除了要负责
分子公司的管理工作外，又增加了针对
质量、产量、安全、环保、消耗、成本
等“九大指标”的检查工作，还要负责
公司合理化建议收集汇总，组织分子公
司经济运行分析会，可谓忙得焦头烂
额。“那段时间，我实在太累了，也想
过放弃，想换个岗位，但董事长的一句
话‘坚持下来就是成功’，深深地影响
了我，我想就是咬着牙也要挺过来。”
杨利利说。面对每周的检查、月底的汇
总、每季度的会议……杨利利慢慢找到
了工作规律，抓住了重点，有的放矢，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在这期
间得到了飞速的成长。

工作中，为了检查安全隐患，杨利
利爬过几层楼高的配槽，差点踩空摔下

来；因为“九大指标”检查时的秉公处
罚和同事的不理解让她落过泪；深夜独
自加班时，因为太累，从楼梯上摔了下
来……谈起这些往事，杨利利说这都是
她的财富，在多氟多的大家庭里很幸
福。

2018 年 10 月末，杨利利被领导安
排到法务部干档案管理等内部事务工
作。面对新的部门、新的工作，杨利利
白天认真工作、向其他同事请教，晚上
回家利用休息时间翻看相关书籍。对于
杨利利来说，在法务部的每一天都在成
长，都有新的知识点学习。

“这么多年，每换一个岗位，我就
把自己当做学徒。董事长曾经说，工作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工作中可以学
到很多知识，赚不到知识赚经历，赚不
到经历赚阅历。”

杨利利是个乐观者，对于自己的生
活与工作，总是能协调得那么好，总能
以严谨的态度面对工作、以平凡的心态
面对生活。她的确是一位幸福的人，一
个好的心态能够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很团结，很有凝聚力。”“很有
爱。”“工作时是同事，下班后就是好朋
友。”“我们都朝着一个目标在奋斗。”

“只要你愿意努力，就会有平台与机
会。”杨利利说这是每个多氟多员工都
会说的话。不仅如此，当员工遇到难题
时，多氟多的同事们都非常团结，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讨论解决问
题。在杨利利眼中，她之所以在多氟多
工作了 25 年，正是因为公司的氛围非
常和谐，领导同事相处融洽。“在这样
的企业里工作，当然是开心的。”杨利
利说。

所有的积累都是日积月累。在多个
岗位的工作经验，让杨利利面对生活工
作中的各种挑战都不再畏惧。她在这里
实现了自己的“四化”，即岗位变化、
人生变化、财富变化、出行变化。杨利
利说：“积极万事可为，消极一事无
成。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这
就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未来的每一
天，每一年，我还会跟着多氟多一起
走。”

杨利利：永怀感恩心 再踏新征程

本报记者 杜 笠
本报通讯员 董少华

28年的坚守，他见证了多氟多
的发展历程；28年的职业生涯，他
是公司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公司
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富。他，就是
多氟多一分厂厂长范连生。

1991年，20岁出头的范连生通
过招工，进入焦作市冰晶石厂 （多
氟多的前身）。范连生回忆，当时
生产区的“三门岗”以北都是杂草
丛生的荒地。如今，看多氟多的生
产区，这三个门岗的变迁见证了多
氟多的发展。

来到厂里上班后，由于技术工
艺的原因，当时的冰晶石厂生产并
不稳定，年轻的范连生便利用工作
之余，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学
习，慢慢地当上了班长。作为班长
的他从合成、过滤、烘干、到成品
下线，了解每一道生产工序。直到
1994年李世江的到来，年轻的范连
生带着他的班组获得了工作以来第
一个奖项——先进班组。“当时可
没有现在的大礼堂，都是在生产现
场 颁 奖 ， 当 时 心 里 别 提 多 高 兴
了。”范连生说。

范连生说，李厂长到来后，实
行激励政策，也就是超产奖，当天
只要超出生产目标就下班去财务领
钱，一下子激起了大干生产的热
潮。除了热火朝天的生产，时任冰
晶石厂厂长的李世江在工艺改进上
也下足了功夫，由多氟多研发的氟
硅酸钠法制冰晶石联产优质白炭黑
新工艺，无论从成本控制、产品质
量，还是价格方面，都大大优于行
业其他产品。那时候除了生产的热
情，最累的时候应该就是调料了。
因为有些订单是根据客户需求，按
比例调制冰晶石。每个班组都要领
任务，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没有
大型的搅拌机，大家就把冰晶石铺
在厂里的空旷地带，靠着人手一把

铁锹，在七八月份，顶着太阳露天
进行搅拌，无论天有多热、太阳有
多晒，为的就是早点完成生产任
务。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体
制的原因，在工业用盐方面产生了
分歧，不过在当时政府部门的协调
下，事情很快就有了解决，也让当
时的冰晶石厂能继续开足马力，大
干生产”范连生说。

由于范连生在生产上的优异表
现，1996年，公司将他调至其他分
子公司担任车间主任。1999年，又
被调到新项目上，以硅法冰晶石的
研发、生产为主。

为了早日投产，当时范连生所
在的车间每天每个人工作最少都在
12个小时以上，每天下班时范连生
还会召集大家开班组会，汇报当天
的工作进度，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将每天的工作都梳理得清清楚楚，
做到“赶生产不乱生产”，避免工
作中出现问题，导致返工影响工作
进度。面对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车
间的人加班不计时间、工作不计报
酬，大家一心只想让项目早日投

产、量产。
“2002 年，硅法冰晶石投产，

一开始产量提不上去，大家都很着
急。”范连生说，“为了解决产量提
不上的问题，大家24小时跟班，吃
住都在厂里，理清每道生产工序，
检查生产线的每个环节。当时数九
寒冬，大家穿着棉袄还裹着被子，
生产线上来回检查找症结，经过20
多天的奋战，终于解决了问题，将
产量、质量提了上去，也为后续不
断优化工艺、设备改进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就这样，范连生在生产一线一
干就是十几年，期间，他获得了公
司“先进标兵”“项目建设十大功
臣”等荣誉。

没想到，2006年，范连生被检
查出身患重病。当听到医院的通知
时，他情绪十分低落，由于身体每
况愈下，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范连
生不得不请长假。

“董事长知道了我的病情后，
对我说，看病重要，先做手术，其
他的不要管，公司会帮助你的。”
这一些话，让范连生感受到了董事
长的关心和多氟多大家庭的关爱。

经过手术治疗，范连生的病情
得到了有效的治疗。随着身体的逐
渐康复，范连生扎根内心的工作热
情又被慢慢点燃。

2013年年初，范连生复工后第
一件事就是主动请缨到生产一线，
他说：“我在生产一线干了半辈
子，对生产比较了解，我愿意去最
辛苦的地方。”但是考虑到范连生
的身体，公司领导还是先让他在职
能部门工作。2015年，范连生终于
如愿回到了一分厂，回到了生产一
线，担任厂长，继续为多氟多氟化
盐版块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的范连生在管理好生产工
作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多氟多今后
的发展，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人
才，就像厂区调度楼两旁他十年前
栽下的树，如今已经绿荫葱葱。

作为多氟多的老员工，范连生
用自己的热爱和行动坚守在生产岗
位，诠释着一个“生产老人”的责
任，忠于职守、脚踏实地、敢于拼
搏、乐于奉献、不离不弃，与企业
共同奋斗。

范连生：扎根生产线 再创新辉煌

——多氟多建厂30年系列人物专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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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利 范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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