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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数字
领航 换道超车：数
字化转型实践探索》

推荐理由：当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世界发展
的不确定性随之凸
现。所幸的是，数字经
济澎湃发展的大势成
为“不确定中的确定
性”，数字化转型成为

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并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推动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模式、商业运行逻辑、价值
创造机制深刻变革，形成数字经济体系的重要历史进程。该书
介绍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国内外数字化转型的情况，围
绕战略、组织、生产方式、营销、供应链、财务、商业模式、企业
基础建设等给出数字化转型的落地方案，并站在更高角度给
政府、企业更多未来思考的价值判断。

主持人拆书：数字经济“点燃”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一代信
息技术正成为培育新动能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也正成为经
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领域，价值创造由工业时代的线
性增长模式转变为信息时代的指数增长模式，不断催生新的
产业、新的模式、新的要素、新的能力。毋庸置疑，数字经济必
将带动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的变革。

在高度数字化的商业环境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片混沌
的世界：未来无法按固化的战略模型进行推演，难以精准预
测。那么，在此背景下，企业又该如何作出决策，以最小的成本
找到问题的最优解？该书认为企业在执行战略的过程中，打造
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执行管理系统，具体来说即是战略决策迭
代化，在制定战略时遵循“远粗近细”的原则，把近期的详细规
划和远期的粗略规划结合在一起；战略分析精准化，通过推进
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决策管理平台，对这些海量的异构数据进
行多维度的分析，提高数据分析的实时性和可视化，利用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发现数据背后蕴含的关键信息，实现数据
驱动的战略决策；战略执行体系化，借助目标体系、责任体系、
计划体系、配置体系、流程体系、督查体系、评价体系、奖惩体
系的8S战略执行体系来实现战略落地；决策运营实时化，及
时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构建实时大数据平台、业务活动监测
和警告系统。

总 裁 读 书
会，分享大智慧。
我们下期再见！

用数字经济
“点燃”发展新动能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孙国利

事不避难，知难不难。
长时间、大范围的整体停摆，是经济

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疫情之下，河南鑫诚
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股
份）撸起袖子加油干，目前订单已排满全
年生产计划。反观国内耐火材料行业，则
是风声鹤唳、冰冷至极。

一枝独秀，原因何在？变中求机，赢
得主动。鑫诚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靳艳
君说，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必由路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
视发展中的危与机，科学处理二者的转换
关系，探索二者转换的可能性，找准冲突
点、把准契合点，以危中寻机破困局、谋
出路、求突围。

作为鑫诚股份的总经理，张国平冷静
分析道，虽然疫情带来了一定冲击，但鑫
诚股份目前订单持续增多，市场长期看
好，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
品的竞争力，有信心实现全年生产目标任
务。目前，鑫诚股份拥有固定大客户107
家，其中与中铝旗下16家分公司和信发集
团、东方希望集团、魏桥铝电集团等千亿
元级大型集团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

战胜疫情最好的方法是提高自己及企
业的免疫力。疫情会使好的更好、差的更
差，会加速淘汰，一切都在加速。大破必
有大立，一批企业倒下，必然有一批健康
的企业能够站起来。目前，鑫诚股份满血
复活，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上一路向前。
曾因市场原因停产半年的特种耐火材料生
产线已于年后恢复生产，目前订单饱满。
张国平说，年产12万吨特种耐火材料项目
将于近日开工建设。该项目采用国内先进
的高效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产
品立足于具有高新、高附加值和良好高
效、节能、环保等性能的轻质保温耐材制
品，品种性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优化和改进，设计年生产能力12万吨。项
目建成后，鑫诚股份轻质保温耐材制品的
年生产能力将达到24万吨，进一步巩固其

行业的龙头地位。
在我市经济的成长过程中，工业是抹

不去的荣光。基于优化产业布局、破解工
业围城、改善城区环境的战略性考量，我
市紧抓国家推进老工业基地城区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的重大机遇，加快中心城区工业
企业搬迁改造步伐。市委、市政府的这一
破大立之举，势必困难重重。勇者，敢于
在挑战中奋起，赢得发展先机；智者，善
于在逆境中思考，寻找发展机遇。鑫诚股
份既是勇者，也是智者。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扑面
而来。如何顶住压力，挺起区域经济的脊
梁？鑫诚股份一马当先、敢闯敢为，在转
型中如同浴火凤凰，涅槃重生！

耐火材料是我市的传统产业。鑫诚股
份是集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检验检
测、销售和包装发运于一体的民营耐火材
料企业，于 1999 年 11 月在整体收购破产
的原焦作市轻工耐火材料厂的基础上创
立，位于焦作西部产业集聚区。鑫诚股份
成立以来，坚持以转型促发展、以创新谋
未来，使企业滚雪球般变大变强，被评定
为全市“30高”“50强”企业和省、市重
点上市后备企业。

极致成就竞争力。鑫诚股份始终坚持
在正确的道路上做正确的事情，一直专注
于研发生产耐火材料。鑫诚股份原来地处
中心城区，面对发展和环保的双重压力，
如何减压？鑫诚股份大破大立、腾笼换
鸟。整体搬迁后的鑫诚股份，淘汰了工艺
落后、污染严重的倒烟窑，建成了具有国
内领先水平的耐火材料生产线。

鑫诚股份的浴火重生，有何特别？靳
艳君说：“我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始终站
在发展的高度，敢于否定、善于超越，使
企业在自我否定中优化升级。”落叶之后
长新芽，寒冬过后是暖春。张国平说，鑫
诚股份的取舍之举，简而言之，即立足长
远，逐步剔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引进
并建立能促进企业发展的因素，在自我超
越中使国家得利、员工受益。

始建于1951年的市轻工耐火材料厂，
于1998年宣布破产，其间两次拍卖无人问
津……

深思熟虑后，靳艳君和张国平毅然辞
去原本舒适的工作，勇挑企业自救担子，
组织员工承债式整体购买破产企业，于
1999 年 11 月创立鑫诚股份，开始爬坡上
坎……

转型升级，大势所趋。20世纪末，刚
刚完成改制的鑫诚股份，在认真分析行业
走势、审慎研判市场动向的基础上，转型
发展、科学发展，成为我市中心城区外迁
企业发展的典范，进而成为我市传统产业
做大做强的典范。

直面发展和环保的双挤压，鑫诚股份
壮士断腕，腾笼换鸟、整体搬迁，易地改
造、革新工艺，再造新鑫诚。说了算，定
了干。从 2003 年 8 月起，仅用 2 年时间，
总投资1.2亿元的大型现代化耐火材料企
业便在一片乱石滩上拔地而起。之后，志
存高远的鑫诚股份更是动作频频：2008
年，投资4000万元实施扩建工程，年产能
跃至25万吨；2009年，总投资2亿元、年
产25万吨、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三期工
程，一举奠定行业龙头地位。发展无穷
期，事业不停顿。鑫诚股份先后参股创立
了鑫科耐火材料、鑫诚特种材料、鑫诚高
温材料和鑫诚矿业4个公司，并以鑫诚股
份为核心，组建了拥有原料开采、技术研
发、产品制造完整产业链条的鑫诚耐火材
料集团，为客户提供整套的延长窑炉使用
寿命、使窑炉更加节能环保的解决方案，
成为国内耐火材料行业的领跑者。

腾笼换鸟，于鑫诚股份而言，是关键
中的关键。据此，鑫诚股份搬出了新技
术、搬出了新工艺、搬出了大规模、搬出
了一个后劲勃发的新鑫诚。目前，鑫诚股
份总资产由改制时的不足1400万元增至近
11亿元，从行业的“小不点”，蝶变成国
内耐火材料行业综合排名第一的企业。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
胜。鑫诚股份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持续推进产品升级，
进一步拓宽产业领域，建成了具有国内先
进水平、采用高效节能环保隧道窑和天然
气梭式窑烧成工艺的自动化耐火材料生产
线，完成了高档材质对低档材质的替代、
不定型产品对定型产品的替代、功能型产

品对普通产品的替代。鑫诚股份主动与沈
阳铝镁和贵阳铝镁两大国内顶级科研院所
进 行 产 学 研 合 作 ， 投 资 建 设 了 通 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产品检
测检验中心和质量监管体系，确保企业始
终走在全国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最前
沿。

目前，鑫诚股份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11项。鑫诚股份与两大设计
院联合研制开发的低蠕变类耐火材料，成
功替代法国进口材料，获得发明专利；研
制生产的优质硅砖，不仅填补了国内市场
空白，而且还被原冶金部情报标准研究总
所认证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传统产业的出路在创新、在转型。鑫
诚股份自觉担负起控制环境污染的主体责
任，通过使用环保型煤气发生炉，一改过
去以煤炭为干燥热源变成现在的以隧道余
热为干燥热源，基本实现了无排放，环保
效果极佳。鑫诚股份多次大规模对传统除
尘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革新，采取密闭罩
集气、机械排风、高效布袋除尘等先进工
艺和设备，除尘率高达99.5％，而且回收
的粉尘可用于再生产，彻底解决了烟尘排
放问题。通过搬迁，企业占地由原来的
13.6 公顷减少到 7.5 公顷，鑫诚股份实现
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的时候，只有危中寻机，才能劈波
斩浪、一往无前。当然，风险不会自动消
除，机遇不会从天而降。实现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需要企业牢牢聚焦产业发展高
端化、智能化、特色化、绿色化，既有先
手又有高招，稳扎稳打、坚毅前行，与时
代潮流交汇融合。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是企业
家的底色。搏击浪尖，给生命调出一分灿
烂的美丽。有此胸怀，我们相信，靳艳
君、张国平和他们旗下的鑫诚股份，必将
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一枝独秀 为 哪 般
——鑫诚股份高质量发展样本观察

本报讯（记者孙国利 通讯员李凝）昊
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华宇
航）找准党建工作服务企业发展的切入点、
突破口，摸准各方利益的结合点，在实践中
坚持“四个融入”“两核同心”“两元和谐”，呈
现出良性互动、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今年
上半年，昊华宇航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经
营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利形势下，实现营业收
入138230万元，创利税211万元。

融入决策。昊华宇航党委研究讨论是经
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该公司《“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明确规定：“重
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
额度资金运作事项，必须由党委会、总经理
办公会等决策机构依照职权，以会议的形式
决策。”2019年，昊华宇航党委会、经理办公
会共研究各类事项100余项，其中重大事项
38项，如优化升级改造、工资调整方案、老厂
区闲置资产处置、部分干部任免决定等事
项，均通过党委会讨论决定。

融入执行。如果说党建融入决策主要体
现在高层，那么党建融入执行则更多体现在
一线，通过融入执行来确保决策层意图在基
层实现，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执行力。今年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昊华
宇航党委有号召、支部有响应、党员有行动。
疫情防控期间，针对社会各界次氯酸钠用量
激增的情况，烧碱分厂党支部氯处理工段开
足马力，共向社会无偿捐赠次氯酸钠消毒液
220吨。昊华宇航被工信部纳入全国抗疫防
控重点企业名单。针对大宗原材料和产品运
输不畅问题，经营党支部成立运输保障小
组，申办河南省应急物资运输通行证（B）30份，保证了大宗原材料和
产品的正常运输。今年上半年，昊华宇航烧碱、PVC完成21.73万吨、
21.59万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保持在99%、108%，在河南省氯碱行业最
高。

融入监督。监督重大决策、生产经营活动情况是党建工作的重
要职能。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实践活动中，昊华宇航党委要
求纪检监察处紧盯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关键岗位，重点查处在物资
销售、招标采购、项目审批、设备更新、土建施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腐败问题，分别对违规报销香烟、购买土特产问题的14名直
接责任人给与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责令退回违规报销款76791元，
维护了企业利益，增强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

融入制度。昊华宇航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制度纳入企业管理制
度体系，把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决定重大
事项时，必须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此规定为党建引领提供了制
度保障。2019年，昊华宇航共修订制度271项、职责188项、工作流程
102项。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昊华宇航制定了《党委议事规则》《党委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落实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清单》《落
实从严治党监督权力清单》《新媒体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有
力促进了党建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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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内的河南
晶能电源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在为锂电池
注胶。该公司是浙江天能集团在河南规划布局
的子公司。2017年，孟州市委、市政府为盘活濒
临破产的河南三丽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主动对
接浙江天能集团，谋划实施了年产 500 万
KVAH硅胶体蓄电池重组技改项目。此项目投
资9亿元，通过重新规划布局和智能化改造，引
入行业前沿环保生产技术和业界最先进的数
控智能生产设备，实现了管理经营精益化、效
率化和生产过程的绿色化、自动化。目前，此项
目已改造完成，成为天能投资发展史上规模
大、时间短、见效快的典范项目，日产能达7.5
万只，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创利税3亿
元。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7 月 27 日，市太极庄公司工人在加工
怀山药。该公司是以土特产为主的集种、
产、销为一体的新型企业，有66.67公顷“四
大怀药”产业种植基地、1个深加工厂、5个
购物中心，拥有员工 300 名。该公司先后研
发出11大系列300多个“四大怀药”深加工
产品，同时依托旅游产业将“四大怀药”产
品推向全国。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讯（记者李秋）记者7月28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我市
成功争取到第一批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资金
5451万元。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我市山阳区李河、墙北安置小区
两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喜获5451万元资金支持，补助比例高达90%。该
项目资金的下达，将极大地加快我市保障性住房道路硬化、给排水工
程、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提高群众的居住环境质量。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市发展改革委通过积极争取中央、省级预
算补助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进一步加大我市民生领域项目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提升教育、养老、卫生等服务能力水平，为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提供有力保障。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国家和省发展改革委
要求，不断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管力度，落实项目按月调度任
务，督促项目单位及时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平台报送项目建设进
展信息数据，确保项目单位加快建设进程，早日发挥投资效益。

我市又一批民生项目
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本报讯（记者李秋）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近日，我市启
动2020年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企业须于8月1
日前将申报材料、申报情况表报至省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处。

据介绍，申报方向围绕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技术集成、科技成果工程化及转化应
用，依托大中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共同建设，申报材料
要明确工程研究中心组建的牵头单位和共建单位以及拟突破的产业
关键核心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申报的省级工程研究中心要符合《河南省工程
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符
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总体布局；二是具有突出的专业特
色和成果，显著的产业技术优势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构建长效的
产学研合作机制；三是工程研究中心总人数不低于40人，其中专
职科研人员不低于20人，相关研发设备原值不低于800万元，研发
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

2020年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开始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