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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会平 本报记者 王军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以下简称

“石家庄机场”）是全国民航大众化战

略首个试点单位，2010年6月29日，民
航局和河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快

推进河北民航发展的会谈纪要》，确

定石家庄机场在民航大众化战略实

施上先行探索，自此，石家庄机场在

管理、运行、服务产品创新等诸多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日前，记者就石家庄机场民航大

众化战略试点工作采访了河北机场

管理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张彦杰。

准确定位
创造“石家庄机场模式”

《中国企业报》：石家庄机场是民

航大众化战略首个试点单位，请您谈

谈大众化试点的背景。

张彦杰：石家庄机场1995年建成
通航后，最初的定位是“首都机场的

主要备降和分流机场”。这个定位是

行业机场布局与运输节点的定位，但

并非机场发展的定位，更不是航空运

输在河北经济发展中的定位。

大众化试点的提出，是在2010年
6月，其实施得益于河北省委、省政府
与民航局的大力支持。大众化战略与

我们“低成本枢纽”理念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在石家庄机场开展民航大众

化试点工作，有实践基础，也有很强

的可行性。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众化试点大大

助推了石家庄机场“低成本枢纽”建设，

使各项工作———尤其是协调难度较大

的陆空无缝衔接，诸如石家庄新火车站

至机场的快速通道、高铁至机场快速通

道建设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企业报》：石家庄机场大众

化试点工作已经开展近两年的时间，

机场在大众化战略的实施上采取了

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彦杰：实现航空运输的大众化是

一个综合工程，其中的核心是“低成

本”，或者说是“降低成本”。我的理解是，

一是要降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二是

要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两个做到

了，也就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总成本。

围绕这“两个降低成本”，我们做

了很多工作，从管理到一线，有很多

创新。概括来说，就是打造一个服务

平台，建设空地两个网络，引进票价

有吸引力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空中

的航线网络建设是为了实现一个通

达性，而地面网路，设立、连接省内便

捷的陆空“点”与“线”———城市候机

楼与旅客班车，则是为了实现一个便

捷性。

运输生产总量持续、快速攀升。

石家庄机场从2009年旅客吞吐量132
万人次，到2010年实现翻番，2011年突
破400万人次，创造了中国民航业内
独有的“石家庄机场发展模式”。2009
年—2011年石家庄机场旅客吞吐量
和货邮吞吐量分别实现了年均60.3%
和29.5%的高速增长。3年的时间，旅
客吞吐量从100万人次增加到400多
万人次。

大众化航空
需要更优越的政治环境

《中国企业报》：《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到2020年“航空服务覆盖全国89%的
人口”的目标，大众化航空发展的前

景乐观。目前，石家庄机场大众化试

点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作为一个先

行探索者，您有什么建议？

张彦杰：如前所言，航空运输的

大众化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多方协

同和努力，包括地方政府与民航部门

的共识、相应的扶持政策、相应的机

制、体制改革等等。石家庄机场作为

大众化试点的先行者，虽然取得了一

些经验和成绩，但在未来发展中，仍

然面临一些政策环境的制约因素。

所以，我希望民航局尽快出台支

持石家庄机场航空大众化试点工作

的政策性文件，在航权审批、航班编

排、航线网络布局、空域运行效率、财

税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另外，希望省、市政府尽快完善

相关支持政策，加大协调力度，为大

众化航空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民航大众化战略的实施，是个长

期而细致的事情。石家庄机场大众化

试点工作仅仅两年，我们仍然需要谦

虚学习，积极实践。“善始者，未必善

终；善行者，未必善成”。为了航空大

众化“善终”和“善成”，我们需要努力

不懈，需要社会各方、更多的人关注、

支持我们的工作。

打造中国的
低成本枢纽机场

《中国企业报》：2012年7月国务
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整合机场资源，加强珠

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地

区机场功能互补”，请问石家庄机场将

如何抢抓新一轮民航发展机遇呢？

张彦杰：《若干意见》的出台是民

航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表明国家已

经把民航业作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性产业。可以说，《若干意见》的

出台必将给河北民航业、石家庄机场

的科学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石家庄

机场找到了一条明确而清晰的发展

之路，那就是积极实施“大众化”、“差

异化”、“精细化”三大战略，打造中国

的低成本枢纽机场。借助《若干意见》

的出台，我们首先要加快全省机场布

局。同时，我们还要加快航空产业发

展，重点打造临空经济和通用航空。

目前，石家庄临空经济区加快了设立

综合保税区的跑办工作。为实现空港

与机场的互动发展，做大做强航空物

流产业，省政府专门出台了对石家庄

机场客货运发展的扶持政策。唐山市

从今年开始被列入低空开放试点，5
月4日，中航工业集团与河北省政府
签署《深化通用航空产业战略合作协

议》，石家庄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将建

成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化发展的重要

基地，年产通用飞机500架以上。

探索民航大众化战略 实现航空惠民

传统制造业如何立足自身、挖掘

优势、实现蝶变？唐山三友集团作为

全国纯碱、化纤行业龙头企业，国内

首创了两碱一化（纯碱、氯碱、化纤）

特色循环经济模式；精心打造了有机

硅第二循环经济园区，实现了由无机

化工向有机化工的成功转型。该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么志义说，科技创

新是企业制胜基因、效益源泉。

“是科技的前瞻理念、科技的内生

力量，突破了固有思维模式，打破了传

统制造工艺，让三友续写了一个个成

功而惊人传奇。”业内专家如此评价。

国内首创
浓海水生产纯碱新工艺

早在2003年6月三友化工股票上
市后，三友集团即确定以三友化工股

份公司带动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么志

义指出：三友化工要发挥“领头羊”作

用，科技人员首当其冲，必须勇于突

破固有思维，敢于大胆尝试冒险，想

前人所不想，干前人所不为；必须研

究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瓶颈，积极探

寻“大手笔”，不断开辟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应用的新路径。

从2006年至今，广大科技人员进
行了几千次试验，先后解决了利用锅

炉烟道气除钙、利用电石渣除镁、盐

泥高效压滤、浓海水预热及浓缩等多

项难题，并成功开发了浓海水用于纯

碱生产的新工艺，在国际纯碱发展史

上续写了崭新的一页。

海水淡化技术在生产人类所需淡

水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含盐度极高的

浓海水，通常这些浓盐水如果直接排

入大海，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将造

成极大破坏。而这项由三友首创的浓

海水综合利用项目却从根本上解决了

一个环保技术上的世界难题。该项目

总投资5亿元，2011年1月8日正式开

工、12月26日正式投产。年可处理利用
浓海水1800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
万吨、综合利用原盐60万吨、节约水资
源1000万立方米，年创效3.5亿元。而
今，三友浓海水综合利用增浓项目已

经全面开工。通过扩大浓海水使用规

模，浓海水总使用量将增加一倍以上，

年新增效益近一亿元。

“三友的浓海水综合利用项目填

补了河北省浓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空

白，提升了我国浓海水综合利用工业

化水平，为海水淡化与海洋化工的联

合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成功实

践。”业内专家分析时指出。

国内唯一
纤维素纤维研发基地

粘胶短纤维是利用竹、木、棉短绒

为原料生产的可自然降解的绿色纤

维，其结构组成与棉花相似，具有天然

纤维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天然纤维所

不可比拟的特性，染色靓丽性优、可纺

性好、手感柔软，用其织成的织物不会

产生静电，更适合人体穿着。但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粘胶行业环保技

术要求高等因素，包括并不被业内专

家学者看好。三友的2万吨粘胶短纤维

项目建设正起步于此，它是国家“八

五”重点项目，设备和技术全部由奥地

利兰精公司、德国埃伯纳公司引进。

“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走出自己的

发展之路。”“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永

远受制于人。”“要向洋设备动刀，不怕

失败，大胆地碰，大胆地试。”么志义多

次这样强调。多年来，正是紧紧依靠科

技，三友化纤走过了一条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之路，自主设计、

研发、制造、安装了大型纺丝机、精练

机等核心设备，由最初的一条线、一个

品种、2万吨产能，发展成现在9条线、
六大类100多个品种、45万吨产能，成
为行业以品牌和技术领先的龙头企

业，被授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国内唯一一

家“纤维素纤维研发基地”。

“使用低成本、绿色原料浆生产

高端粘胶纤维产品，这在粘胶行业内

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在三友却

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许多同行竖起

大拇指这样称赞。

特种浆创下
企业历史之先河

日前，三友浆粕20吨特种浆样品

出口到芬兰，如果试用成功，标志着

会有批量订单从欧洲飞来，这将创下

该企业历史之先河。

国内浆粕企业大多为民营或私有

企业。“船小好掉头。”一遇危机要么限

量，要么关门。作为三友化纤的原料基

地，面对粘胶短纤维市场持续低迷、国

内外木浆溶解浆全面主导市场的大背

景，加之国际融解浆成本低冲击国内

棉浆市场，特别是随着三友化纤以科

技成功破解了原料的瓶颈制约，致使

棉浆失去成本和售价优势、逐步退出

市场，等等，都给三友浆粕新形势下转

型、生存、发展带来严峻课题和挑战。

“一谋生存道，二辟新路径，三求

发展路”，是三友浆粕解读么志义董

事长科技治企理念的不二妙方。经过

密集调研、积极探索，他们充分认识

所处产业性质、产业地位和产业规

律，果断实施工艺升级改造和产品结

构调整，相继投入2000万元，硬是在精
制棉、特种浆、长丝浆等从未触及过

的高端浆种领域独辟了一条生路，成

功实现了企业转型，进而夯实了企业

的生存发展基础。从确定施工方案，

到四条生产线全部转型，仅历时半

年，比原定工期提前了三个月，实现

了在同行业率先转型，抢占了市场先

机。10月份精制棉日产达到200吨以
上，班产突破71吨大关，创下行业同
等规模新纪录，跃居全国最大规模纤

维素醚用原料最大企业。

纤维素醚俗称行业“味精”，被

广泛用于石油、医药、陶瓷、食品、建

筑等领域。目前，三友浆粕立足向高

端产品要效益，通过积极引进、合作

等方式，正在谋划实施向精制棉下

游纤维素醚产业延伸，实现多元化

发展。

“企业转型、效益提升，归根到底

是一种创新能力的检验。必须用创新

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以更快、更多的

创新来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

么志义谈道。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张彦杰

86项科研成果获得专利授权，国内首创两碱一化特色循环经济模式
三友集团：传统制造业蝶变之路

《中国企业报》：河北港口集团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港口集

团，秦皇岛港也是世界最大的干散货运输港口，一个经常装

卸原油、煤炭、矿石的港口，你们是如何打造秦皇岛港美丽的

环境？有什么秘诀？

邢录珍：河北港口集团的码头设施主要布局在秦皇岛

港、唐山曹妃甸港区、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目前，曹妃甸、黄

骅港区正在建设之中，秦皇岛是以煤炭输出为主，又紧临著

名旅游城市秦皇岛市区，环境保护压力确实很大。可以说，环

境保护和增产减污是事关港口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坚持发

展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同步进行，将清洁生产、绿色增长作

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常抓不懈，才能保证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

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一直在思索如何把港口办成

一个环境友好型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下的工夫最大，

采取了蓝天、碧水、绿地、节能减排四大工程。蓝天工程主要

是指煤尘、矿粉的治理，近年来，集团先后投资数亿元，上设

备、上措施，把环境保护搞好。碧水工程是指把渤海湾保护

好，打捞漂浮物，收集机舱、船舱里面的污水，通过处理厂处

理达到清洁标准后再排放，做到了污水不处理绝对不排放，

港区水质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绿地工程是把港口

绿化、美化。节能减排工程是指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节能增加

效益。这四大工程，虽然没有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环境效

益和社会效益是非常明显的，港口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空中

不见黑烟尘，地上不见沙尘土，水中不见漂浮物，不仅使今天

的人们感受到这种效益，还给子孙后代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

基础。如今，港口的天是蓝蓝的天，水是蓝蓝的水，地是绿绿

的地。

《中国企业报》：港口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是如何处

理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河北港口集团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的？

邢录珍：河北港口集团的愿景就是打造和谐生态新港

湾，要做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最近 5年，港口集团在环境保
护方面投资总额达 6.25亿元。我们不仅重视吞吐量、经济效
益等指标，而且高度重视节能环保等指标，在全集团牢固树

立起“构筑绿色枢纽、共享碧海蓝天”的环保理念，在集团整

体发展战略中明确实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型、花园式

港口，营造绿色的生态环境”的环境保护发展战略。在谋划港

口发展过程中，注重节约使用岸线资源，保护沿海生态环境。

在港口建设中，始终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严格执行国家各项

环境保护要求，在工程设计、建设、验收过程中始终把环保作

为首要项目，同步进行。在港口生产经营中，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标准，坚持综合治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逐步改

善港区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企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友好。

简单形象地说，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实行了“冲”、“洗”、

“盖”、“喷”、“堵”等有效措施。“冲”就是及时冲洗码头、道路，

保持港区整洁；“洗”是指建设洗车池，让进出港口的车辆洗

干净车轮子再走；“盖”是指给煤垛、矿石垛进行篷布苫盖；

“喷”是指采用洒水喷淋抑尘；“堵”是指在煤炭作业现场建设

了数公里长、亚洲最大的防风网，堵住漂向城市的煤尘，做到

了运煤不见煤尘、装矿不见矿粉。我们要求职工特别是环保

工作者，要向对待恋人一样对待港口环保工作，经常为她梳

妆打扮，让她光彩照人。

河北港口集团环境保护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转

变 生产方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

转变管理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绿色生产，依靠体制机制

保证节能环保长效化；转变工作方式，通过改革生产流程实

现节能环保，打造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友好型港口。

建设绿色港口
实现绿色增长

河北港口集团董事长邢录珍

本报记者 王军

喷洒系统覆盖了秦皇岛港所有煤炭堆场

河北港口集团董事长邢录珍、总经理李敏在现场指导工作

“大众化战略”是

“十二五”期间民航重

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

一，其核心是通过实施

大众化战略，从提供高

端型消费向满足大众

经济型消费扩展，实现

航空惠民，提高民航服

务的覆盖能力，使民航

“面向社会、服务大众”

的行业价值得到更加

充分体现。

“
本报记者 王军

三友集团烧碱及 PVC生产装置区一角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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