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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访谈
民企力量

陈芳吕晓艺 本报记者 高建生

龙年春节，晋江市陈埭镇仙石
村的老陈正认真地看着电视，荧屏
里广西龙江受镉污染的惨状触目惊
心。与此同时，仙石村附近的晋江感
潮河段，一支清亮的水流正从管道
排出，源源不断、滚滚奔腾地涌向海
湾。

1 月 10 日，莅临福建风竹环保
有限公司仙石污水处理厂的国家环
保部及福建省环保厅核查组如此评
价：“确实做得很好！”
“河道更干净、更漂亮了！”老陈

有些激动：“真的很感谢凤竹环保有
限公司，希望他们能继续做下去！”

就在几年前，老陈还是污水处
理厂的坚定反对者。这期间，究竟发
生了什么事？

政企联合探索治污新模式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经
济与生态双赢。”福建省第九次党代
会上，省委书记孙春兰郑重提出目
标。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

口的增加，水环境污染成为悬在晋
江政府和群众心间的一把利剑。“谁
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已被证明无法
根治污染乱象。实践证明，一方面，
企业无能力自行解决治理难题，另
一方面，缺乏有效监管政策，增加执
法难度和成本。治污模式必须走新
的道路！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晋江独

特的“集中式治理，专业化运营”，政
府授权专门的环保企业来建设运营
污水处理厂，对其监督管理，借助专
业技术和规模经济的优势，既能提
高污水处理效率，还能减轻污染治
理压力。
然而，这种政府与企业合作、治

理规划与投资建设有效集合的城市
水业管理新模式，交给谁做，才能保
证质量？
原晋江市委书记龚清概把凤竹

集团董事长李春兴叫到办公室，说：
“让你来做，我信任你。”一句“我信
任你”让李春兴信心倍增。福建凤竹

集团凭雄厚的实力、扎实的基础脱
颖而出。

据了解，福建凤竹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以针织制造、染整加工、
鞋业生产为主，集工贸、环保信息产
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其中
工业污水的处理是企业的强项之
一。

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背景
下，凤竹环保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仙
石污水处理厂项目 2003 年经福建
省发改委、环保厅等部门批准，2005
年开工建设，2007 年 1 月便投产运
行，效率高、行动快。

目前，该厂目前占地 91 亩，投
资 7986 万元；经修订的远期规模的
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 30 万吨。服务
范围包括泉州江南、池店组团，晋江
主城区及城东片区。

近年来，业界有这么一句评价：
“节能减排、污水整治，福建看泉州，
泉州看晋江，晋江看凤竹！”

数据显示，2010 年污水年进水
量高达 3200 万吨，COD 减排量占泉
州市 1/3。2011 年处理量增至 3456
万吨，处理后的水清澈纯净，水质达
到并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的一级 B 标准，合格率
达 100%！

政府科学规划结合企业市场运
作，一张绿色的巨网已经铺开，缚住
城市“乌龙”。

群众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与市委市政府和凤竹环保公司
的满腔热情不同，当地群众对这个
未知项目则是“大泼冷水”，担心引
来污水，将危及健康。于是纷纷集聚
抗议，老陈便是其中代表。
“群众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幸

福。”李春兴深感责任重大：“办这个

厂并没有多少利润可言。但比起商
业利益，企业家首先要考虑的是社
会效益，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让群众满

意呢？凤竹环保公司选择了公开、透
明的方式。
据介绍，李春兴曾组织当地群

众到上海、深圳、福州等地参观考
察，了解生活污水处理的方法和技
术工艺，体验新型污水处理厂的环
境。谣言和误解在事实面前不攻自
破，群众开始支持污水项目的建设
了。

事实上，为了让群众满意，该公
司舍得投入、改善。不断引进高端专
业人才，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大手笔
引进最一流的设备。无论是硬件，还
是软件，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目前，该公司配备了污水处理

中控系统，所有设备都可以在中控
室实行控制，实现生产自动化；安
装出水在线检测设备，每季度由泉
州环境监测站取样检测，保证污水
处理数据的真实准确；实行人工检
测和自动检测并举，使处理质量标
准长期稳定；投建在线监控系统，
实现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同步
监控……

河道清澈了，臭味消失了，环境
优美了！污水整治改善的不仅是生
态，更重要的是民生。

李春兴的铁腕整改

俗语云，万事开头难。
据悉，仙石污水处理厂在试运

营期间，曾经暴露了一些管理上的
漏洞，恰逢福建省政府督查室、省环
保部门来检查指导，并且提出一些
颇有实效的整改意见。
“福建精神有一条怎么讲？敢拼

会赢！”2008 年，李春兴亲自挂帅接
手凤竹环保有限公司。“不能马虎！
必须加强政策执行力度，给政府和
百姓一个好的交代！”
“五大改造”重拳出击，拳拳直

向积弊，短短数日，面貌、效益焕然
一新、生气勃勃！
众所周知，只有优秀的管理团

队才能实现科学治理的目标。凤竹
环保有限公司大力引进有理论、有
实践、懂管理的高端人才，为整治污
水提供了高层次的人才支撑和科技
支撑。
可以说，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

善舒活了企业的筋脉。例如，日常管
理日趋规范，实现全年无事故安全
生产；在各部门设立班长，简化管理
流程；建立了培训考核制度和激励
机制，为优秀员工提供学习进步的
舞台。
同时，该公司重金邀请厦门权

威科研机构重新设计，升级核心中
控室的数据软件，将数据保存期从 1
个月飙升至 2 年，大大便利了环保
部门的监测和考核。
作为全国污水整治的行业标

兵，仙石污水处理厂通过了国家环
保部及福建省环保厅核查组对在线
监测系统及节能减排的检查。
每年考核组来检查时，福建总是

首先推荐去凤竹。有环保局领导就摆

手道：“凤竹就不用去看了，没什么好
挑剔的。要看就去看需要整改的。”

环保企业更要有环保形象

“这里真的是污水处理厂？”映
入眼帘的景致让记者一时恍不过神
来。与众多污水处理厂截然不同，仙
石污水处理厂绿化面积占厂区
40%，不是园林，胜似园林。

在春日的暖阳下，成片的绿草、
企业大楼披上了蝉翼般的金纱。鲜
花怒放边，耸立着一座假山。顶端巨
石上“观海”二字苍劲有力，巨石之
下一条清水流淌而出，流泉碰在石
上，淙淙作响。那绿树掩映中的玲珑
小亭似乎正在聆听。

置身其中，任何人都会对“美
丽、干净、自然”有着更热切的向往。
对于凤竹，也有了更深的信任。
“环保企业更要有环保形象。”

李春兴喜欢站在巨大的圆形水池边
上，看处理后明丽如镜的水面波光
闪闪，微风卷起涟漪阵阵。2010 年，
凤竹投入 60 万元完成了一系列厂
区景观配套工程建设，使整个生产
流程布局简洁合理、纵横有致。

努力的背后是美好荣誉纷至沓
来。2007年企业被评为“福建主要污
染物总量减排先进企业”，2008 年经
省住建厅考核评估确认符合“福建
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标准”。
2011 年被省环保厅评为“十一五”节
能减排先进企业，并在全省会议上
作典型发言。

治污与区域协调发展

2011 年 12月，时任晋江市委书
记尤猛军在《人民论坛》上撰文：“力
争用 5 年时间，完成全市水域综合
治理，并重点构建市区水系循环体
系。与此同时，还要确保治污设施正
常运行。”

目前，凤竹环保的污水处理事
业大步迈进，从单纯治污跨向治污
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三期工程的建设是 2012 年的

工作重点，现已完成征地任务。”今
年福建省“两会”期间，李春兴向晋
江市长刘文儒汇报后，立即寻找到
设计院长、专家制定出合理工作进
度表，并落实到位，争取在下半年土
建进行动工。

记者了解到，在凤竹环保有限
公司的规划中，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远不是最终目标。“泉州是滨海城
市，淡水资源缺乏，因此要把‘中水’
进一步处理成‘上水’。”李春兴语气
坚定。
“再生水资源”的推广利用呼之

欲出！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农业
灌溉、景观用水等。既能缓解缺水的
严峻形势，又能实现水资源循环利
用，促进城市水污染治理。
“凤竹模式”的治污之路，就是科

学发展观的实践之路。在各级政府的
倾力支持下，始终以“惠民利民”为核
心原则，开创了政企联合治污的新模
式，通过创新理念、技术、机制、管理，
树立环保品牌形象，探索出一条治污
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许金和作为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原董事长，深
刻体会到企业经营中创新的重要性。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改变国内印染行业产品创新能力、盈
利能力相对较低等问题？

许金和：国内印染行业多为处于偏低端的代工型中小企
业，为改变这种状况，公司经营管理层经过几年的探索，逐步
建立了印染行业独特领先的商业模式———“自营开发、自主销
售”：依托公司新产品开发优势，通过在国内外主要服装纺织
品市场建立营销网点，直接向品牌服装企业推销自己开发的
新产品。

这种经营模式，不仅缩短了营销环节，提升了企业的利润
空间，并与国内外著名服装品牌建立了良好的面对面沟通反
馈渠道，使公司产品快速进入了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的核心供
应链，被证券市场誉为“行业发展模式的创新者”、“高档休闲
服面料开发的领跑者”。

记者：当前中国企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竞争格局正在发
生变化，前些年所具有的资源、人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现在是否需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企业技术能力？

许金和：为引领行业市场趋势，迅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赢得市场先机，众和股份一直以来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参
与市场竞争的立足之本，企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产品
开发、新工艺研究、新技术引进，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建立了国
内首创的小型产业链新产品研发体系。

正是由于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强，企业才能具有较强的市
场议价能力，保证产品毛利率保持在合理盈利水平，企业的经
营活动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呢？
许金和：学习国外的管理理念及精细化管理，不断创新管

理方法，把管理落实到每个细节，把成本控制到每一分钱，把
效率发挥到每一分钟，才能实现优质、高效、节能、低耗。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水环境污染成为悬在晋江政府和群众心
间的一把利剑。“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已被证明无法根治污染乱象。

“凤竹模式”的治污之路
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许金和

依托创新 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高建生

两家匹克店分别位于洛杉矶的梅尔罗斯大街和韦斯特菲
尔德商场，经营面积均超过 2800平方英尺（约合 260 平方
米），主要经营匹克 NBA明星产品和篮球生活类产品。这是匹
克市场国际化战略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近日，中国体育运动品牌“匹克”全美旗舰店在美国洛杉
矶西好莱坞梅尔罗斯大街隆重开业，由此正式进入全球最大
的体育用品市场，开始与国际运动品牌巨头耐克、阿迪达斯同
场竞技。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NBA
国际业务发展部总监卡特·韦斯特福，与匹克集团 CEO 许志
华、匹克美国分公司总经理粟佳一起为新店剪彩。

以匹克为中国“品牌外交”的典范，福建省今后将加大支
持力度，为匹克加速国际化助一臂之力。NBA 国际业务发展部
总监卡特·韦斯特福也对匹克市场国际化战略极力支持。
“希望匹克和 NBA一道，将篮球和篮球产品带到全球更

多的国家和地区。”韦斯特福说。NBA迈阿密热火队今天也宣
布了和匹克达成战略合作的消息，迈阿密热火营销行政副总
裁 Stephen Weber 表示：“匹克品牌在体育用品市场里具有统
治力量，而热火是 NBA最好的球队之一。我们愿意强强联合，
和匹克结成联盟，更好地为球迷和消费者服务。”

匹克，这家以篮球为品牌核心 DNA的运动品牌在香港上
市后，进一步加强了与 NBA、FIBA、WTA等国际顶级赛事机构
的深度合作，实现了品牌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为今日展开市
场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美国开店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精心谋划。”

匹克 CEO 许志华说，为了更好地开拓美国市场，匹克分别于
2010年和 2011年在美国洛杉矶设立匹克美国研发设计中心
和匹克美国分公司，经过美国分公司一年多的筹备以及聘请
知名的第三方调研公司对美国市场和消费者喜好进行了周密
的调查分析，最终实现了开店目标。去年 12月 16日，匹克另
外一家篮球概念的主题店在卡尔弗城韦斯特菲尔德商场二楼
开始试营业。

经过与 NBA长达 8年的合作与交流，如今的匹克在 NBA
已经拥有了巴蒂尔、麦基、洛瑞等 15位代言球星以及分布在
各个 NBA 比赛场馆的赛场广告牌，还与迈阿密热火队、休斯
敦火箭队等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组合营销，让匹
克逐渐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国际运动品牌。

据悉，除落户洛杉矶的两家专卖店外，数家美国知名的运
动服装和鞋连锁经销商也表达了经销匹克产品的愿望，目前
双方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在美国开店是匹克开启市场国际化的里程碑。“我们的目
标是通过本地化的设计和营销，让匹克成为第一家真正融入
美国市场的中国运动品牌。”匹克 CEO许志华说，我们亦希望
借助美国在全球市场强大的辐射能力，渗透到更广泛的国际
市场中去，使匹克成为实至名归的国际大品牌，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品牌外交典范”。

总经理许志华致辞

匹克视窗

匹克全球旗舰店
美国好莱坞开业

陈芳 陈美玲

凤竹污水处理厂二沉池

李春兴代表正在修改送交大会的建议

“群众满意

是我们最大的幸

福。”李春兴深

感 责 任 重 大 ：

“办这个厂并没

有多少利润可

言。但比起商业

利益，企业家首

先要考虑的是社

会效益，是为老

百姓办实事。”

mailto:jianghehon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