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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集团 联办

本报记者 姚广强

张小霞，一名有着 24 年工龄的多
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员工，初次见
面，她身上精明干练、永不服输的精气
神扑面而来，将多氟多特有的企业气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价值在于积累，目标在于超越”，
这是她的座右铭。从 1995 年毕业进入
市冰晶石厂 （多氟多前身），她用24年
的时间，用脚步丈量了这句话的深度。

步履坚定
用初心书写事业

1995年7月，学习化工专业的张小
霞毕业后，怀揣着对职业生涯的无限憧
憬：选定一家好企业，发挥自己的才
华，用奋斗和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美好
青春，进入市冰晶石厂成为质检科的一
名普通员工。

那时候，企业的质检取样工作远不
如现在便捷高效，经常需要员工深入生
产一线，到槽罐或者其他大型装置上现
场取样，面对这样的工作，很多年轻女
孩都放弃了，家人劝她不如去纺织厂工
作，环境好，工作也不辛苦，她拒绝并
告诉家人：干一行爱一行，来到这里工
作，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就要干出一番
不一样的事业。在质检科，为了保证产
品质量，她一丝不苟，掂着小桶、铲
子，到车间取冰晶石、氟化铝样，上到
五六米高的槽顶上取氢氟酸样，很快就
熟悉了质检工作，成为科室的核心骨

干。
2007年，因工作需要，张小霞被调

到规划科，负责公司整体的项目申报、
资金争取、规划编制等工作。面对新的
领域，她难免犹豫彷徨，怕自己无法胜
任，毕竟这项工作关系着多氟多的企业
发展能否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刚接手这
个工作，没有人教她怎样做，规划科就
她一个人，她一边研究项目申报政策，
一边加班加点整理项目申报材料，白天
去汇报，晚上修改材料。项目申报是一
项特别锻炼人意志力的工作，其中的艰
辛，不身临其中是体会不到的。每个专
项要求不同，因此项目编制的侧重点就
不同，每个项目都需要根据不同的提纲
要求一次次的编制，并且对附件的要求
也不一样，要根据文件要求的内容对项
目进行修饰包装。从资金申请报告的编

制到向领导及专家汇报PPT的准备，都
需要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检查。领
导调研现场的参观路线到迎接接待，也
是想了又想，一再确认，力求可以做得
更好一些、做得更周密一些，所有这些
精心的付出，都是为了项目的成功申报
以获得资金支持。项目申报更是考验人
的耐心和毅力，一些国家级项目申报，
从上报材料到通过验收，可能长达数年
之久。有时候一年申报几十个专项，做
了很多的努力，能成功申报几项就很不
容易。面对挫折和打击，她也彷徨过、
退缩过，每每这个时候，“你就是你想
成为的那个人”这句话就会在她的耳边
响起。张小霞说，董事长李世江的这句
话，一直激励着她敢于挑战，要在关键
时候，能够挑起重任。

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精神

让一个女人在高强度工作打压下逐渐成
长起来。天道酬勤，努力总会有收获。
一张成绩单令人惊艳：从接手规划科项
目申报工作到现在，她带领团队为多氟
多争取无偿资金1亿多元，享受国家政
策争取专项建设基金4亿多元，获得几
十项国家级、省级荣誉。她因多次为公
司作出突出贡献，曾连续5次获得多氟
多年度突出贡献奖。

伴随企业发展，张小霞从普通员工
做起，先后担任了规划科科长、行政规
划部副部长、行政规划部部长、总经理
助理等职务，而随着责任的增加，张小
霞始终坚守初心，一直在奋进路上、学
习路上、成长路上跋涉，成为一名合格
的多氟多人。

敢于担当
在挑战中自我成长

张小霞的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精
神，敢于挑战。在她的心中，没有跨不
过的险阻，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奇迹
从来都是奋斗拼搏出来的。

多氟多上市后，开始推行管理变
革，对干部队伍进行优化，鼓励年轻人
勇于担当，到新的岗位上发挥聪明才
智。当领导把行政规划部部长这个职务
交给她时，她没有退缩，主动承担，接
手了这个在大家眼中事务繁多而不出功
劳的部门“不管部”部长。最初接手管
理时，难以预料的困难一个个蹦了出
来。面对一个又一个挑战，张小霞以坚
韧的精神，逐个克服。她顶着压力大刀
阔斧搞改革，把原来归属于公司的很多

车辆卖给个人，为公司减轻了很大的负
担。解散了公司司机班，把司机分流到
各生产单元，以定额费用形式把各部门
大量的接待、出差用车推向了市场，达
到了减员、减费增效的目的。她推进正
常工作秩序建立，把各项管理制度、管
理要素进行梳理，发挥行政枢纽作用，
上传下达、下情上传工作及时准确，为
领导决策提供强大的支撑。面对各项烦
琐的行政事务，她都能够从容不迫，通
过协调各项资源，从而保障多氟多行政
工作井然有序。

谈到管理的收获，张小霞说，董事
长说行政规划部是一个“不管部”部
门，凡是别人不愿意做、没人干、没人
管的事，都是行政规划部门的事。行政
规划部最大职能，就是推进并维护公司
正常工作秩序。能够把“不管部”部长
当好，体现了一个行政规划部部长管理
能力的最高水平。

去年，张小霞升任多氟多总经理助
理一职，成为总经理助理后，张小霞希
望自己站好岗，努力当好董事长、总经
理的放心助手和得力参谋。如今，同事
开玩笑地说，张小霞一个人就是多氟多
的“宣传团”加“后勤团”，做事特让
董事长、总经理放心。

不忘初心
你就是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张小霞
入职 24 年来最深的感悟。她一直记得
董事长的话：“企业是安身立命的场
所，要当成毕生事业来推进。”

目 前 ， 多 氟 多 已 经 承 担 国 家
“863”计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家强基工程等国家级项目 16 项，取得
科技成果 20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1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在记者了解企业
这些重大事件时，大都有着张小霞的一
分付出。她说：“我为能够在企业成长
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而感到骄
傲。”朴实的话语，却印证了一句话：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你好像是多氟多的代言人。从你
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多氟多人那分热爱
企业、以企业为荣毫不掩饰的激情。”
一次，朋友这样说张小霞。她如是回
答：“我自认为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老
婆、一个称职的妈妈、一个称职的女
儿，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一个
称职的多氟多人！”张小霞和她的爱人
都在公司工作，当公司陷入低谷时，他
们的家庭经济也一同陷入低谷，但她坚
持选择留下，相信公司会迎来峰回路
转、柳暗花明的一天。

“坚守的力量，让我有机会见证多
氟多的辉煌。”张小霞告诉记者，“感恩
董事长，感恩多氟多，让我在这里通过
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最初结
婚时的租房一族成为如今生活富裕、精
神充盈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一个好的企
业是员工安身立命的根本，多氟多值得
我奋斗终身。这里是我职业的开端，也
希望在这里画上职业生涯的完整句号。
我将把对多氟多的这分爱融入每一项工
作，实现自我价值，陪伴多氟多走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

张小霞：“你就是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本报记者 孙国利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担当着世界氟化工“领跑者”角色

的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用氟造福
人类，一以贯之。筚路蓝缕，多氟多将
这一事关企业兴衰的大战略，印刻在头
脑中，落实在行动上，开辟行业发展路
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提高供
给质量。风生水起的氟化工，脱胎换
骨的多氟多优势多多——规模优势：
氟化盐行业排头兵，全球氟化盐生产
龙头企业；核心优势：技术水平国际
领先，掌握行业标准制定权，引领行
业发展方向；比较优势：氟化盐循环
经济推动者，电解铝低碳经济促进
者；基础优势：政策导向有利，市场
需求旺盛……

手握技术创新利器，多氟多的供给
质量快速提升：冰晶石国内市场占有率
第一，出口量连续 17 年全国第一；氟
化铝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出口量连续
12年全国第一。

希望之光，“光”在哪里？创新使
然。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说，多氟多的
发展理念清晰可见，遵循“技术专利
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创新
路径，不断升级迭代技术、工艺，研发
高科技、高效能、高环保、高质量的新
型氟化铝，力促行业可持续发展。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联合创新，多氟多健步快
走，翘楚业界：近百项技术专利和科技
成果支撑之下，冰晶石、无水氟化铝技
术和装备自动化程度全球领先；申报专
利609项，授权专利423项；主持制修
订国家、行业标准100余项；全国有色
金属标准样品定点研制单位、化学标准
化委员会无机分会氟化盐工作组召集单
位、国际 ISO/TC226 氟化盐工作组召
集单位，落地生根；组建中国无机氟化
工行业首家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形成制修订标准、研制
标准样品和产品质量检验“三位一体”
的标准化体系，实现氟化盐产品一次检
验全球通……

■抓住主要矛盾，探究氟资
源综合利用，提升供给侧质量，
引领行业方向

潜力无限的氟化工，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化工医药、电子军工、新能源
等产业。

无机氟化工，离不开萤石。作为战
略资源的萤石资源，蕴藏有限，不可再
生。对此，各国调控开采量，大量进口
储备。尽管我国萤石资源约占世界储量
的三分之一，但随着氟化盐快速发展，
可供生产氢氟酸的萤石资源日趋紧张。
如何科学利用萤石并寻求新“氟源”？
成为我国氟化工可持续发展必答题。磷
矿石中氟含量约 3％，我国储量约 150
亿吨，含氟约4.5亿吨。1992年，原国
家计委就提出加强磷肥副产氟资源的开
发和研究，并引进先进技术及装置，但
大都失败。

多氟多之于氟化工的贡献，就是找
到了新“氟源”，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资源化，减量化，再利用。多氟多集思
广益、潜心深耕，利用磷肥、铝材加工
及电解铝生产过程中衍生的含氟废弃
物，先后研发出氟硅酸钠法制冰晶石、
氟铝酸钠法制冰晶石、再生冰晶石和无

水氟化铝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氟化盐
新工艺。据此，多氟多提高了氟资源综
合利用率，推动了无机氟化工行业技术
进步，实现了氟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
用，促进了磷肥、电解铝、铝型材加工
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氟多的国家高
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氟硅酸钠法制
高分子比冰晶石联产优质白炭黑原创生
产技术，彻底颠覆了以萤石为原料的传统
工艺，开辟了新的氟源，节约了战略资源
萤石。氟化工资深专家周正淳说：“中国
的氟化盐技术工艺是20世纪50年代初
从前苏联引进的。40年一贯制，无人异
议，没人敢动，但多氟多给改得面目全
非，但多氟多改得科学、成功。”

咬定创新，矢志不渝。一发不可收
的多氟多，在节能减排上大发神威——
国内首创的国家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
大示范项目再生冰晶石技术，年可利用
电解铝行业含氟废渣、铝型材行业废弃
物氟铝酸铵生产高分子比冰晶石 1 万
吨，减少了环境污染，促进了铝加工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

“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利用
含氟废渣，生产有用的产品，这就是循
环经济、责任经济，就是在贡献社
会。”李世江颇为自豪地说。

■撬动创新杠杆，高起点嵌
入技术要素，甘当铝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助推者

有“工业味精”之称的氟化铝，之
于电解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要性不
言而喻。

依工艺之别，氟化铝可分为三种，
即湿法、干法和无水。前两种工艺分别
从前苏联和瑞士引进，分别属于国家宏
观政策淘汰类和限制类产品。无水氟化
铝生产工艺，则是多氟多自主创新开发
的第三代绿色新工艺，属国家鼓励发展
的新技术，产品性能和节能减排无与伦
比，知名电解铝企业青睐有加。据此，
多氟多无水氟化铝昂首跨入世界先进，
矗然树立了产品更新换代的行业标杆。

无水氟化铝的标杆意义何在？李世
江说，无水氟化铝的主要原料氟化氢，
是冷凝精馏的高纯产品。多氟多的无水
氟化铝主含量高、容重大、水分及杂质
含量极低；产品可降低电解温度，增强
导电性能，调整电解质分子比，有利于
氧化铝的电解，可有效降低电解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降低挥发物的损失，减少
环境污染。以去年国内电解铝 3646 万
吨计算，每年减少排放氟化物25000吨
以上。

环境保护持续发力，绿色发展引领
深刻变革。环保倒逼，产业转型。李世
江说，伴随着电解铝操作水平和自动化
控制精细度的提高，氟化铝行业转型升

级必然向着资源利用率高、生产过程污
染物排放量少、促进下游行业节能降耗
方向发展。

受制于创新能力欠缺和环保意识淡
漠等因素，目前氟化盐行业依然存在规
模庞大的湿法、干法氟化铝产能，鱼龙
混杂，干扰市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李世江说，高质量发展，需要高
强度环保推动。

无水氟化铝相对于其他氟化铝，是
一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工艺变革，凭
借其优异的产品性能和节能减排效果，
成为新一代高性能铝用氟化盐，代表了
今后全球铝用氟化盐产品的趋势，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将替代湿法氟化铝的基
础上，逐步替代干法氟化铝。近年来，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淘汰
湿法氟化铝，限制干法氟化铝，引导发
展无水氟化铝。

■站位行业巅峰，战略性并
购重组，引领行业站位新时代可
持续发展

始于“联姻白银中天”首枚棋子落
定，多氟多整合西北，布局西南，站位
行业巅峰，战略性并购重组，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时代。

本世纪初，我国电解铝快速发展，
拉动无机氟化工持续高光。时移事易，
而今则是产能过剩，高光不再。部分工
艺落后、体制僵化、管理低下的企业，
举步维艰，濒临破产。

兼具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多氟多，扛
起行业责任，全力实施战略重组。2012
年，多氟多发挥技术优势，在昆明设立
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3万吨氟资源高
效综合利用项目，并于 2014 年建成投
产；控股甘肃白银中天，建成8万吨无
水氟化铝生产线；2017年6月，兼并重
组宁夏盈氟金和，扩建投产8万吨高性
能无水氟化铝联产6万吨无水氢氟酸项
目。

战略重组，利好多多。多氟多产业
转移，比较优势最大化；子公司嫁接总
部技术革新和工艺变革，剔除落后产
能，优化产业生态，引领行业变革。去
年，白银中天实现9.2亿元营收，利润
创历史新高；重组后，盈氟金和仅用20
天便复产成功，最高纪录达8000吨/月。

站位新时代，多氟多在持续优化升
级氟化盐技术工艺路线的同时，通过对
氟、硅两个元素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强强联手，持续探
索“顶天立地”的新项目——氟硅酸制
无水氢氟酸新工艺、高性能无水氟化铝
联产气相白炭黑和高纯氟化钠新技术。
假以时日，这些新项目必将成为多氟多
推动行业发展的新标杆。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载着“用氟
造福人类”的光荣梦想，志存高远的多
氟多点亮希望之光——创建中国无机氟
化学工业基地，扛起振兴民族氟化工的
历史使命，探求氟在人类生活和工业应
用中的无限可能……

希 望 之 光
——多氟多用氟造福人类样本观察

多氟多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照片由多氟多提供）

多氟多生产区。 （照片由多氟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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