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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集团 联办

本报记者 孙国利

回眸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发展路径，可用一句话来总结：
千难万难，都挺过来了。多氟多董
事长李世江说，未来更不容易，但
多氟多人永远相信“相信的力量”，
在全面推动数字化变革的新征程中
将迈出更加踏实的步伐。

回望 30 年前，一切都还在摸着
石头过河，探索之路困难重重。当
时的冰晶石厂在挣扎中寻找破局之
策。多氟多，开创了无机氟化工这
个伟大的事业。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的“氟硅酸钠法制冰晶石联产优质
白炭黑”项目，荣获“国家高技术
产业示范化工程”，奠定了多氟多的
创新基因。据此，多氟多有了产业
报国的平台，获得国家资金支持800
万元。那是多氟多成立的资本金，
拉动了近5000万元投资。

滞后的产品标准阻碍产业发
展，多氟多敢于发出呐喊：“不符合
国家标准，那就修改标准，让产品
符合。”李世江说。没想到这种呐喊
得到了国家标准委领导支持：标准
就是要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发展，修
改标准主体不应该是大专院校、科
研机构，而应该是企业。振臂一
呼，多氟多在标准化发展的道路上
迈出铿锵步伐，在氟化盐国际标准
舞台上能够与全球专家共商、共
建、共享标准体系建设的成果。多
氟多以全球化的视野，尊重科学发
展规律，按照质能守恒定律，围绕
循环经济，向世人阐述和践行了

“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责任和
担当，走出了一条“技术专利化、

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创新发展道路。
资本永远是紧缺的，这是资本的魅力所在。尊重并利用资本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资本背后所拥有的智慧、人才和资
源。多氟多经历了上市失败的痛苦，经过一次次磨难，在痛苦中
磨炼成长，终于在2010年5月18日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走了一
条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证券化的道路。创新为多氟多
走向资本市场奠定了基础，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撑。这
种资本市场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使多氟多步入了快车道，构成了
企业发展的主旋律。

前行之路，注定坎坷。2006年，李世江听到锂电池的电解质六
氟磷酸锂被外国企业所垄断，每吨价格高达100万元，严重阻碍新
能源产业的发展。基于氟化工的技术和积累，多氟多决心啃下这个
硬骨头。长达8年的艰苦研发，1000多次的反复试验，多氟多终于
打破了垄断，成为中国第一家开发出晶体六氟磷酸锂产品的企业。
如今，多氟多的六氟磷酸锂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每吨价格从100
万元降到10万元。大量订单背后，折射的是多氟多在国际上的扬
眉吐气，是多氟多新发展时期的标志，挺起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脊
梁，也打开了多氟多从氟化工进军新能源的大门。

氟化盐并购重组，巩固根据地，拓宽护城河。多氟多人在氟
化盐深耕细作，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优化到市场掌控能力提
升，产业链生态更有韧劲。顺应趋势，突破瓶颈，科学布局，强
强联合。白银中天成为军民融合的先行者，也是军民融合的典
范。盈氟金和又创造新的“多氟多速度”，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典范，当月并购、当月生产、当月盈利。昆明科技、氟兴科
技、洛阳蓝宝等产业布局，让多氟多的行业龙头地位更加稳固，
担当起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电子化学品有个术语叫“五年入门、十年磨半剑”。李世江
说，多氟多顺应强国战略趋势，瞄准电子级化学品方向、知难而
进。超前的战略布局使多氟多面对贸易战抢得先机，为“中国
芯”贡献智慧。重组中宁硅业，多氟多的干电子化学品同时在光
伏产业、液晶显示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应用推广。年产20万吨湿
电子化学品和年产2万吨干电子化学品规划呼之欲出，中国半导
体新材料的南北基地正在形成。

多氟多研究了氟、锂、硅三个元素及其相互作用，研究了
氟硅巧分家和氟锂妙结合。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
说：“一分一合，既有哲学思维，又有科学花朵。”多氟多不仅在
思考，还在实践。多氟多通过氟锂结合进入新能源领域，通过氟
硅分合进入半导体领域。氟、硅两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构成半导
体工业的基础之一。多氟多通过电子级硅烷系列产品，为半导体
硅的生产打下基础。用我们的电子级氢氟酸在硅片上刻蚀和清
洗，在硅片上形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也叫大规模集成电路，是数
字化的物质载体和数字化思维构成数字化时代。

为了更加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找准定位，多氟多数字化
团队不分昼夜奔波数万公里，参加具有全球视野的数字化、智能
化的盛会，感受物联网、人工智能带来的场景和应用奇迹。到海
尔、美的、腾讯、阿里、华为等企业取经，不断拓宽合作的广
度、深度和高度。多次举办数字化论坛，邀请了一批数字化专家
传道授业。多氟多数字化平台正在与时代无缝对接，互联互通。

站位新时代，多氟多发展目标、发展路径非常清晰。在数字
化时代，多氟多的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管理正在持续深入。企业
运营战略要向战略生态化、组织平台化、运用数字化、领导赋能
化、产业要素社会化推进，管理要回归简单、回归本分、回归初
心，要把 24 字管理方针通过数字化平台，应用渗透到每个角
落，要认识数据的力量，从未来发展全局的高度认识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战略引领作用，虚实结合、人机协同、资源精准配置、自
主迭代优化，让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交互和碰撞中创造出新的
智能生产力。

真正成长是在多氟多大平台上的成长。李世江说，数字化的
推广应用并不容易。思维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会落后、就
会被淘汰。多氟多有一大批人就是通过学习，成为智能化专家、
成为国家级的技能人才。多氟多有优秀的学习平台，拥有好的学
习机会。在智才聚集实施上，多氟多在数字化时代需要非常好的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要营造关系多样化、能力数字
化、绩效颗粒化、结构柔性化、文化利他化的相互协调和赋能的
浓厚氛围，让够用、实用、好用的制度与互信、亲和、简单的文
化融合，使多氟多统一性越来越强，沟通效率越来越高，做事越
来越容易，协同越来越好。

不忘初心、不负韶华。世界在频繁互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
平台的力量，越来越意识到与高人同行，就是同机遇和共赢握
手。李世江说，让我们主动伸出双手，用忠诚和担当拥抱数字化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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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笠

2 月 10 日午饭后，焦作市
福多多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就开始给多氟多的道路、电
梯等处进行消毒……自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为做好防控、
减少感染，福多多作为多氟多
的后勤部门，及时响应、周密
部署、积极行动，多措并举落
实疫情防控责任，全力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福
多多每位员工都清楚自己肩上
的责任。作为疫情防控一线部
门，他们只有尽心工作、消除
隐患，才能筑牢多氟多员工健
康、安全的屏障。

自疫情发生以来，每天都
是福多多员工的值班日。每天
早上 8 时，他们就赶来上班，
没有一丝抱怨。

“一定要把好进口、过程
和出口的三项测量。”“工作
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
护措施。”“进出必须戴口罩，
进行体温测量。”自疫情发生
以来，每天福多多副总经理许
随军都会耐心地对员工进行宣
讲。

许随军说，疫情发生后，
为保障员工身体健康，春节期
间，后勤部门快速响应，不仅
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还未雨
绸缪制订了完整的防疫预案和
后续物资储备保障方案。

疫情发生后，福多多就增
加采购肉食、蔬菜、蛋类、大
米、面粉等食材，保障全公司
餐饮供应。为让员工安心工
作，避免交叉感染，福多多严
格要求食堂工作人员上班期间
必须戴防护口罩、一次性防护
帽，做好厨具的消毒处理。多
氟多的员工就餐也由自助餐改

为盒饭，一张桌子只允许一个
人同向就餐，最大限度避免人
员接触交叉感染。许随军每天
都要去食堂检查食品安全和环
境 卫 生 ， 他 说 ：“ 作 为 后 勤
人，在关键时刻能做的就是坚
守岗位，让员工有的吃、吃得
安全、吃得好，全力解决一线
员工的后顾之忧就是我们的工
作职责。”

后勤部门合理优化保洁人
员配置，对多氟多楼梯、楼
道、电梯、车间等地方进行全
方位、无死角消毒，对使用后
的会议室、接待区立即消毒，
对门卫室、洗手间等公共区域
每天消毒两次，对进入多氟多
所有车辆进行消毒。同时，要
求每天上班前门卫及值班人员
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检查防
护用品是否齐全完好，发现问
题及时报告。做好秩序维护，
检查出入人员是否戴防护口
罩，没有戴防护口罩的禁止出
入。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进行相关询问，并做好登
记工作。

不仅如此，福多多还承担
着多氟多小区 670 户居民的物
业服务和辖区居民医保刷卡等
工作。物业工作人员拿着疫情
告知书、宣传册，对过往居民
进行宣讲，用真诚和坚持换取
居民的理解和信任。“居民真
正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大家
的安全系数才能提升，大家的
健康才能多一分保障。”许随
军说。

从水电气保障、餐饮供
应、保洁消杀、物资供应等后
勤保障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
着。福多多后勤员工在疫情防
控保障工作中，全力以赴，用
心坚守，默默付出，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福多多人初心不改。

福多多
作好疫情防控后勤保障

本报讯（记者杜笠） 连日
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
峻斗争中，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上级组织的各项决策部署，快速
反应，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明确责任分工，严格落实各项防
控工作措施，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一线，扎实有效开展工作，做到
生产、防疫两不误。

措施到位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贯彻落实“预防为主，安全
第一”的方针，维护正常生产秩
序，确保全体员工及员工家属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多氟多

成立了以副董事长李云峰任组
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结合
公司实际，制定疫情防控工作
规划、处置办法；加强公司日
常疫情报告制度的管理和防护
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与评估，
并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疫情处置
工作，降低疫情影响。

多氟多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悬挂横幅、
张贴传染病防治专题知识图册
等。建立疫情信息微信群，开展
疫情联防联控；做好每天厂区及
人员防控检查、消毒工作及档案
留存等；负责内部人员和外来人
员管理；负责防控物资的采购；
负责安排落实公司其他各项防
控及应急措施。

责任到人

多氟多安排专人监督负责
区域的防控工作落实情况，每
天上午、下午对负责区域进行
相关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解决，无法及时解决的，向多
氟多疫情防控办汇报，同时安
排专人负责每天对销售、供应
等经常外出人员严格做好各项
防控措施，并对其进行跟踪监
督。

生产区各班 （组） 长负责
对生产车间员工进行每天的疫
情防控教育、安全教育；负责
加强车间班组内的防控管理，
对员工进入厂区戴防护口罩情

况进行严查，严禁聚集闲聊；
负责管理好用餐秩序；负责安
排好固定人员去其他工段作业
或运料；负责做好车间环境清
洁管理工作。

为避免人员接触，尽量做
到错峰作业，多氟多安排信息
部指导员工通过云系统、视频
会议系统及OA进行远程办公。

“上班就免不了要开会研讨一下
近期的工作计划和安排，为了
尽可能避免聚集，我们采用视
频会议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做到防范、工作两不
误。”多氟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多氟多提升疫
情防控期间的后勤保障能力，

对厂区的各个区域进行检查，
对每趟通勤班车进行全方位消
毒，对员工在上岗前测量体
温，配发消毒液、防护口罩，
并对废弃口罩统一集中处理；
对疫情发展、防护措施、上级
要求、生活物资等通过各微信
群在第一时间告知员工。

多氟多组织各级各部门积
极发挥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团结带领员工树立战胜疫情的
信心。截至目前，该公司员工
精神饱满，心态平和，企业生
产安全稳定。“我们坚决执行党
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策部署，
特别要对外地返工人员执行严
格隔离制度，确保厂区无疫
情。”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说。

多氟多强化防疫服务保障确保生产安全稳定

员工排队领盒饭。 （本栏照片均由李绪苗摄）员工进入办公区域要测量体温。

门卫对出入人员测量体温。

对接待室进行消毒。

对办公大楼进出口进行消毒。

对生产区道路进行消毒。

小区物业对进出人员测量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