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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焦作日报社
多氟多集团 联办

本报记者 孙国利

201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典活动。当
天上午8时30分，多氟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干部、
发展对象、积极分子以及白银中
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盈氟
金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宁硅
业有限公司等分子公司党员干
部、发展对象、积极分子共计
600 余人同步观看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盛典直播，让广大党员
干部切实感受到祖国的繁荣与强
大。

面对威武雄壮、气势如虹的
检阅现场，备受震撼、心潮澎
湃，大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
党员们齐声祝福：祖国万岁！生
日快乐！高唱国歌并纷纷表示：
今年的阅兵超越了以往历史的阅
兵盛典，让大家再次看到了祖国
的强大和中国军人的风姿，令人
震撼和自豪，心中特别感慨，中
国走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如今
国盛民和，真正感受到了民族的
凝聚力。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
说：“我们企业要不断创新发
展，同祖国一起成长！”

今年是多氟多建厂30年，一
直以来，多氟多听党话、跟党
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
前进。2016年，多氟多党委荣获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017 年，“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冰晶
石、氟化铝、六氟磷酸锂连续多
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这些成
果都将成为激发多氟多未来前行
的动力。

有很多到多氟多参观的企业
和社会人士经常会问，一个非公
企业，为啥这么重视党建工作？
多氟多党委书记韩世军面对记者
言语铿锵，抓好非公党建工作，
这是一个给企业、给国家、给社
会、给广大职工都能带来好处的
事情，没有理由不重视。

近年来，党旗“火红”、企
业“红火”，可谓是多氟多发展
的生动写照。多氟多成立于1999
年12月，致力于高性能无机氟化
物、电子化学品、锂离子电池材
料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无
机氟化工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也是全球生产规模和工艺领先的
无机氟化工企业。

多氟多现有党员 219 人，高
管中80%以上是党员，实现了党
组织在企业中的全面覆盖。多年
来，多氟多党委先后荣获“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五好基
层党组织”等称号。在李世江看

来，党建是支撑企业“红火”发
展的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坚强
的、健康的党的领导，就没有多
氟多的快速发展。

那么，党建这把“火”，究
竟给多氟多的快速发展带来什么
呢？党建“火”，人心聚，企业
发展更有“力”。“在多氟多，无
论是发展的低迷期，还是在跨越
式发展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主动
承担模范带头作用，为企业发展
当先锋、打头阵。”李世江说，

“党的领导是企业发展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多氟
多的发展离不开党建工作。”

在转型改制过程中，党建让

企业的发展有力量、更有力度。
多氟多的上市道路走得十分艰
难，这对公司干部员工打击非常
大。关键时刻，基层党组织开展
与党员交心活动，让党员提振精
神，党员再向职工传递正能量。
企业上下形成心往一处想、智往
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全体员工
形成一股力量，终于在2010年成
功上市。多氟多上市后不久，传
统氟化盐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需
要向资源丰富的西部转移。在白
银中天重建氟化盐生产基地，需
要派驻去一批员工，厂区在西部
边陲地区，条件十分艰苦。这时
候，党员再次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基层党组织在民主生活会上
将此作为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没
想到党员们一致同意到白银中天
支持建设新的生产线。

党建“火”，决策准，企业
发展更有“效”。非公企业中的
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职工群众的政治核
心。企业只有构建结构严密、布
局合理的党组织网络体系，才能
在经济发展中有效率、有成效。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的关键。近年来，多氟
多党委坚持“交叉任职、优势互
补”的工作原则，把公司董事会
成员、经理、业务骨干吸收到党

委中来。韩世军担任多氟多党委
书记，其他党员副总经理为支部
书记，在公司上下形成了结构严
密、布局合理的党组织网络体
系。同时，按照“支部进部门、
车间有组织”的理念，多氟多把
支部建在车间班组，先后成立了
机关、技术、生产和新能源 4 个
党支部。2011 年 9 月，中组部、
省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参加了多氟
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揭
牌仪式，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党组
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正确的决策是企业发展的根
本。多氟多建立党委全面参与经
营管理的工作机制，制定了企业
党政干部联席会制度，公司每次
重大决策调整前后，党委主要领
导都利用参加董事会、经理班子
会议的机会，为企业的发展“把
脉”。近年来，以党建为引领，
以一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为创业起点的多氟多，走
出了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
化、标准国际化的创新之路。截
至目前，多氟多申报国家专利
596项、已经获得授权的专利409
项，同时还主持制定了90多项国
家和行业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TC226的成员，主持制
定氟化盐国际ISO标准，拥有国
家认可的实验室，实现了一次检
验、全球通行的目标。

当一个企业有了强大的精神
引领，就会拥有强大的发展动
力。近年来，多氟多扛起振兴民
族氟化工的重任，从氟化工到六
氟磷酸锂，从电解液到锂电池，
从锂电池到电池、电机、电控一
体化的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再到
新能源汽车，多氟多的发展，最
根本的要素在于创新。从新材料
到新能源，从新能源到新能源汽
车，多氟多走过了一条从自主创
新、集成创新到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的技术创新为主线的道路。
多氟多锐意创新、转型发展的动
力源泉就在于其以党建为引领所
形成的敢于拼搏、勇于担当、无
私奉献、奋进向上的企业发展之

“魂”。
李世江认为，坚持党的领导

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
民营企业的发展诉求。民营企业
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只有把党
建工作融入企业的协调服务、思
想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引导企
业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企
业才能经得住各种风浪的冲击，
始终走在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新时代、新征程，新梦想、
新作为。李世江直言，我们坚信
实干兴邦、实干兴企，用奋斗为
祖国喝彩，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
的明天！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 在
最美的季节里，把最美的歌声
作为对祖国的告白，把最深的
祝福送给而立之年的多氟多。
9 月 28 日晚，在位于宁夏石嘴
山市的多氟多子公司宁夏盈
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盈氟金和），举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多氟
多 建 厂 30 年 职 工 文 艺 会演，
干部职工 200 余人一同观看演
出。

30 年 来 ， 多 氟 多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坚持为民族实
体工业而奋斗、为共圆中国梦
而奋斗。盈氟金和广大干部职
工立足本职岗位，想方设法降
成本、增效益、挖潜力、降消
耗，用实际行动、以优异成绩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献 礼 ，

为多氟多建厂30年喝彩。
文艺会演在 《我和我的祖

国》 大 型 舞 蹈 中 拉 开 序幕。

《欢 乐》《谁 扔 的》《诗 意 中
国》 ……该公司职工表演的舞
蹈非常接地气。相声 《醉西

游》，让大家看到了盈氟金和
职工的幽默，也让大家在笑声
中得到启迪。舞蹈 《狂狼》、
歌曲 《朋友》、豫剧选段 《我
未开言心如焚》，引爆了现场
观众的激情。双簧 《并非讽刺
医生》、歌伴舞 《迎着风》、吉
他 演 奏 《感 恩 祖 国》、 歌 曲

《梦中的额吉》 等节目更是不
断将文艺会演推向高潮。大合
唱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
永不落》，气势磅礴，点燃了
该公司职工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

最后，该公司领导和广大
职工一起高唱《歌唱祖国》，把
最美的告白献给伟大的祖国母
亲。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通讯员
李绪苗摄）

盈氟金和用最美歌声告白祖国盈氟金和
举行升国旗仪式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 9月30
日，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位于宁夏石嘴山市的多
氟多子公司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
公司 （简称盈氟金和），在办公楼
前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干部职工
参加了升国旗仪式，向伟大祖国致
以崇高的敬意。

当天 10 时，雄壮的 《义勇军
进行曲》 响起，大家行注目礼、
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自豪和激动写在每一个人的
脸上。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激
发了盈氟金和人昂扬向上、努力
拼搏的斗志，点燃了广大干部职
工强烈的爱国热情，大家怀着激
动的心情为伟大的祖国点赞，祝
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多氟多越
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无论
身在何处，多氟多人的心中都盛
满对祖国母亲、对多氟多的满腔
热爱。9月27日，在千里之外的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多氟多子
公司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白银中天），举行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暨公司改制7周年
文艺会演。

文艺会演前，白银中天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游元超宣读了
多氟多总部的贺信。贺信对白银
中天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
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给予高度评
价，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开场节目《龙腾盛世》雄壮
威武的鼓点，吹响了白银中天开
启新征程的号角。该公司员工表
演的拉丁舞《dance baby》，诗
朗诵《喜看盛世中国 礼赞白银
中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永
耀之星决不湮灭》，舞蹈《洗衣

舞》《达坂城的姑娘》，大合唱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走在大
路上》……让整台文艺会演高潮
迭起。大合唱《四渡赤水》气势
磅礴，大合唱 《幸福中国一起
走》饱含深情，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

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
的优美旋律中，文艺会演圆满举
行。

白银中天党委书记、总经理
徐铭表示，实干进取、勇攀高峰
永远是白银中天人不变的追求，
励精图治、奋勇拼搏是历史赋予
白银中天人的神圣职责。文艺会
演既是对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礼
赞和歌颂，也是对白银中天优良
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增强了白银
中天人的凝聚力、向心力、归属
感，激发了大家对工作和生活的
热情，大家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共同
开创白银中天的美好明天。

白银中天
唱响爱国旋律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有一
种感动，叫“中国红”；有一种
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
表白，叫“我爱你中国”。9 月
25 日，多氟多与市总工会联合
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工会
情”2019 年国庆晚会在多氟多
大礼堂举行。

晚会在欢快的舞蹈《盛世欢
歌》中拉开序幕，异彩纷呈的节
目让人目不暇接，大家心中的浓
浓爱国情被迅速点燃。

多氟多一分厂表演的小品
《军属》，表现了军人没有时间陪
伴家人的辛酸和军人家属的不
易，让人感动。多氟多法务部表
演的情景剧《法不容情》，结合
职工日常工作自编自演，提示大
家要遵纪守法、照章办事，具有
很强的教育意义。朋友有信朗诵
团带来的诗朗诵《读中国》，读
出了中华五千年的厚重历史，读
出了中华文化的精深绵长，读出
了华夏儿女的爱国深情。戏曲选

段《穆桂英挂帅》《谁说女子不
如男》，唱腔纯正，韵味十足，
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歌
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再一次
出发》《看月亮爬上来》《精忠报
国》《浏阳河》《阳光路上》，让
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气
氛。舞蹈《太极赋》，展现了中
华武术瑰宝太极拳的刚柔并济、
博大精深，尽显飘逸潇洒的美
感。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表演的歌曲串烧《听妈妈讲那过
去的故事》《我爱你，中国》，歌
声动听，将晚会推向高潮。在

《我和我的祖国》 的大合唱中，
在一片祥和、热烈、欢快的氛围
中，晚会圆满落下帷幕。

整场晚会高潮迭起，多氟多
人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伟
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和由衷赞美以
及心怀爱国之情、继续做科技强
国奉献者的强烈心声，展现了斗
志昂扬、奋发有为、蓬勃向上的
良好精神风貌。

多氟多与市总工会
共同为祖国送祝福

点燃党建这把“火”
——多氟多非公党建促发展巡礼

盈氟金和文艺会演现场

白银中天文艺会演现场

多氟多国庆晚会现场

图①②③④ 多氟多党委组织党员干
部及广大职工为祖国送祝福。

图⑤ 多氟多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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