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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
行动。当企业职

工提升了对绿色

低碳的态度，其

行动上就不再是
执行节约，而是

争先为绿色低碳

献计献策，想方

设法怎样更好地
低碳生产、低碳

工作。

“

最新发布的 2012年决算数据显示，新兴际华集团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03.13 亿元、同比增长 22.15%，净利润
32.28亿元、同比增长 12.83%。尤其在国内外经济疲软，钢铁
冶金行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以冶金铸造、轻工纺织为主要

赢利点的新科世界五百强———新兴际华集团缘何保持连续

11年的稳升势头，《中国企业报》记者走进新兴际华集团下属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和际华 3502厂寻找答案。

顶层设计“225”管理体系初显成效

“能在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欧债危机等严峻的挑战
面前实现逆势上扬，顺利完成保增长的目标，这主要得益于我

们从 2008年以来，从创新内部管理着手，狠抓精细化管理和
成本管理，陆续探索建立了‘两制’、生产经营和党建工程‘双

五体系’和‘两个中心’机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225’管理创
新体系。”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明忠介绍。

据了解，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新兴际华就已形成较为成
熟的预算管理模式和分配体制。随着资源、产品、物流等市场

价格变化的不断加剧和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需要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

“如何让企业每一位员工都主动关注市场，如何对市场变

化快速作出反应，从而最大程度实现降本增效和挖掘利润源

泉，这要求我们必须在经营管理上有新的突破，而‘225’管理
创新体系在这方面起到了显著效果。”新兴际华集团总经理

沙鸣告诉记者。

继 2012 年的稳步增长后，2013年 1—4 月份数据显示，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684.10亿元、同比增长 9.81%，实现利润
13.04亿元、同比增长 0.24%。集团公司营业收入在中央企业
排名 29位，净利润在央企排名 42位。

新兴铸管在逆境中健康发展

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钢材市场需求增速迅速下滑，资

源、产品市场价格剧烈震荡，钢铁主业陷入大面积亏损，芜湖

新兴铸管既没有矿石资源，也没有高利润产品，如继续按部就

班，同样会陷入亏损境地。

面对生存压力，公司及时推行“225”管理创新体系，新兴
际华集团旗下三级子公司芜湖新兴铸管总经理李成章介绍，

我们按照集团要求以“两制”为抓手，以“两个中心”为载体，以

“双五体系”为工具，建立“全面对接市场，全程循环管理，全员

参与经营”的管控模式，以市场化管理破解市场的难题，于逆

势中持续健康发展。

卢维风是新兴铸管的年轻干部，“225管理体系让他们时
刻感受到市场的需求，压力层层传递，由被动变为主动，模拟

法人制使产品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公司效益得以大大提

升。”资料显示，2009—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18.1%，利润年均增长 15.8%。

谈到下一步的发展，李成章介绍：“目前情况看不以钢铁

产能的扩张来支撑‘十二五’目标，新兴铸管下一步将重点致

力于调结构、促转型，发展铸造产业园和矿渣岩棉。”

看到新兴铸管企业发展情况，专家贾存斗谈了自己的感

受，“大环境下疲软的情况下，新兴铸管的发展证明企业的利

润是管理抓出来的，新兴际华集团是新国企的代表之一。”

际华 3502厂打造中国职业装航母

随后，采访团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的际华 3502厂，展览厅里记者看到，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军委首长身穿量身定制的服装与

3502厂设计师们合影留念，公司党委书记张凤林介绍：“我厂
长期承担着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四总部机关等军服生产任

务。出色完成了国庆五十、六十周年阅兵服，独家制作驻港、驻

澳部队军服，军队‘两团一队’服装、‘辽宁号’航母系列工作

服，圆满完成 07新式军队、武警服装 300万套件。2012年，研
发、设计、生产了‘神九搜救服’，今年 5月，刚刚完成了‘神十’
防静电、防微波、防辐射系列工作服。其中 2003年，仅用 3天
就生产出 15个品种、14万套‘非典’防护产品，紧急送往北京
小汤山医院，并成功研制出‘生物防护服’系列产品。”

谈到管理创新的先进做法，公司总经理周长胜深有感

触，身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一是深

化“双五体系”建设，建立四级包保体系，完善建立利润、价

格、成本数据库，完善“四级”评价、考核和激励体系。二是学

习台塑，深化“两制”。公司梳理管理流程，完善规章制度，理

顺销售总公司、职业装研究院、服装总厂价格体系，完善对

内、对外卖单制度，真正实现生产与销售、企业与市场直接

对接。成立管控中心，对材料、工序单价、人力定额和劳动效

率等进行管控；成立采购部，集中招标、比质比价采购；成立

物流中心，统一管理物流运输业务，降低运输成本。三是构

建“两个中心”。公司内部分解了 231 个利润中心、123 个成
本（费用）中心，制定了产品卖单价格、原材料采购最高限

价、内部水电气价格等内部买断价格体系，“两个中心”按照

“双五体系”形成闭环管理。

正是有了先进的管理体系，公司 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2亿元，利润 9300多万元。“225”管理创新体系促使集团全体
员工转变了思想观念，从“机械人”转变为“智能人”，从被动降低

成本（费用）到主动赚取利润贡献，充分调动了积极性、发挥了创

造性，深挖内部潜力。伴随着市场形势不停的变化，新兴际华人

将在持续推进管理创新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品牌和资金

优势，着力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

织结构创新上下功夫，抢占科技制高点、市场制高点和服务制高

点，进而抢占行业制高点，以创新驱动推进企业快速崛起。

新兴际华：“225”创新管理体系
助力世界五百强

本报记者 丁国明

【走进“新国企”之新兴际华】

它荟萃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半个

多世纪的技术积淀、科研成果和自主

知识产权；同时，它依靠国内骨干装

备制造力量，发挥国有集团公司的集

团军优势而精心打造新型炼化生产

联合装置；并且，它还是中国石化步

入 21世纪整体设计、整体新建的第
一家千万吨级炼化企业……它就是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炼化”）。

海南炼化虽是石化企业，但做的

是环保事业。《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海南炼化之所以能称雄同

行，靠的是两个优势，一个是工艺，再

一个就是节能。

工艺精益求精
致力循环产业链

在海南炼化成品油罐区，有一

根管线正在接收着来自洋浦污水处

理厂的市政污水作为公司工业水补

水。

在原来当地的生活污水经过处

理后直接排入大海，现在经过海南

炼化改造直接将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作为工业补水，这不仅减少了污水

外排，还节约了工业补水量，这种将

水进行循环利用，既创造了一定的

经济效益，也体现了环保，真是一举

两得。

海南炼化董事长、总经理王玉

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自投产

以来，海南炼化积极探索实现污水

零排放的途径和方法，并成功开发

应用多项节水减排技术。”

据王玉冰介绍，污水处理厂推行

污水“清污分流、分污而治”的运行

理念和措施，区分各种污水来源，将

来水分为含油和含盐两个系统处

理，各个击破，效果显著。

海南炼化引入洋浦经济开发区

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的市政污水，

替代新鲜水作为循环水系统补水、

三剂配制用水、绿化用水和清洁用

水等，每年可节约新鲜水约 60万立
方米，减少费用 100多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炼化在国内

率先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加氢型

炼油工艺，与传统手段相比，流程减

少近一半，而且把原油吃干榨尽。

王玉冰运用数据进一步解释了

把原油吃干榨尽的真谛，“焦化路线

20%的渣油进焦化，一部分油变成焦
炭，而海南炼化加氢工艺把渣油加

氢脱硫，脱氮，脱金属，全部转化为

轻质油。海南炼化轻质油收率接近

81%，中国石化的平均水平大概在
76%左右，相当于海南炼化加工一吨
油比同行业的水平要多生产 50 到
60公斤的轻质油。”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年增效益十亿元

海南炼化安全环保起点高，直

接用于安全、环保设施的投资近 20
亿元，严格遵循“本质安全”、“节能

减排”和“零泄漏、零污染”的原则，

全部指标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

水平，部分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

“从 2007 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以来，海南炼化始终把践行绿色低

碳、保护好海南碧海蓝天作为重要

原则。”王玉冰说。

经过装置运行优化、系统优化及

实施多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全厂

能耗逐年大幅下降，炼油综合能耗

由设计值 84.8 千克标油/吨原料油
下降至 2012年的 59.98千克标油/吨
原料油，累计节约能耗达 29.76万吨
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4.18 万
吨。不但创造了可观的环保和社会

效益，也由此带来了企业盈利能力

和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仅 2012年综
合能耗降低一项指标就带来 10 亿
元的经济效益。

王玉冰自豪地说，“今年 1—5月
份，炼油综合水耗 0.35 吨/吨，工业
水重复利用率 98.58%，外排 COD 为
零，污水回用率 87.42%，污水外排合
格率 100%。切实做到了工业废水零
排放，厂区雨水微排放。”

海南炼化作为海南省石油化工

产业的龙头，对石化产业链的延伸

发挥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海

南逸盛 210 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PTA)、100 万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 (PET)等项目、中国石化 205 万
立方米成品油保税库项目和 255 万
立方米原油商业储备库正在紧张施

工。

在一家企业的工业废水池旁，记

者看到的不再是污水，而是清澈见底

的池水，数十条金鱼嬉戏其中，与碧

蓝如洗的天空相互映照，和谐而温

馨。这就是记者在中国石化集团茂名

石油化工公司（以下简称茂名石化）

炼油厂污水池边的感受。

记者对于茂名石化最深刻的印

象就是总经理余夕志的一句话：“茂

名石化要节能减排，要最大限度地回

收利用资源，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

据了解，茂名石化 2012年投资
1.2亿元实施 23个节能减排项目，在
全面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氨氮排放量

同比减少 60.41%，吨原油排水同比下
降 10.53%。茂名石化将在“十二五”后
三年投资 7亿元实施 82个节能改造
项目，投资 8 亿元提高环保硬件水
平。 近几年，茂名石化共回用生产污

水 4469万吨，回收利用凝结水 2903
万吨，减少新鲜水用水量 7372万吨。

从人治走向法治

以 2015年体制机制运行效率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茂名石化积

极稳妥地实施内部改革调整，努力提

升管理效率。以职责明确、制度管人、

流程管事、工作高效为目标，大力推

进以“文本化”制度为核心的一体化

管理体系建设，使企业管理经验实现

了由以人为载体向以文本为载体的

转变，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从人治走向

法治。

公司先后完成了宾馆、食堂、车

辆等 13项业务的专业化整合，并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制定实施

“十二五”劳动用工方案，采取严把入

口、畅通出口的办法，在坚持不让一

个职工下岗的基础上，严控用工总

量，实现净减员 855 人，有效提高了
劳动用工效率。公司不断完善三级帮

扶和“每月主题探访”制度，认真兑现

“不让一位职工因病致贫、不让一名

职工子女因贫失学、不让一个职工因

改革下岗、不让一户职工家庭生活贫

困”的“四不让”承诺。近三年来，累计

发放各类扶助金 900 多万元，帮助
259名困难家庭子女和配偶就了业。
2012年，还出台了对困难协解人员基
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帮扶

方案，大幅提高了职工补充医疗保险

报销比例，关心职工身心健康，认真

执行职工疗休养制度，规范健康体检

工作，增加职工体检项目，实行强制

体检和休假。

低碳节能理念根植人心

企业关心职工，职工想企业所

想。低碳节能理念已经根植在茂名石

化每个员工心里。

联合六车间独创了一套“氢功”，

使蜡油加氢废氢排量由原来的每小时

1000标准立方米降至零排放，循环氢
纯度也达到 80豫以上，还使装置能耗
从 9.77 千克标油/吨降低至 7.5 千克
标油/吨，创下历史新低，更重要的是
有效地改善了环境空气质量，给予了

装置职工一个绿色而无异味的家。

炼油分部经理杨文德 “蒸汽代

油”的想法最终实施，提升了炼油整体

效益，全厂减少燃料油动力成本 1200
多万元。动力厂 CFB锅炉压强 10兆
帕斯卡蒸汽由 33豫提高至 51.4豫，更
主要的是通过这种巧妙的技术改进，

打破了沿用 30多年的传统炉子明火
加热方式，用普通的加热器取代了庞

大的加热炉，提升了装置安全生产的

系数，还减少了厂区高温烟气的排量，

使装置更加绿色、低碳生产，为炼油装

置的生产打开了绿色环保之门。

裂解炉降温，一台炉每年可省下

80.59万元，2号装置 7台炉每台炉都
能那样精细的话，一年就可省 564.13
万元。

将水幕除尘原理引用到渣库，将

“水幕除尘”改为“水雾除尘”，既可节

约用水量，也可在渣库门前形成一个

水雾密封面，飘洒的水雾就将飘起的

粉尘冲落到地面，通过地沟流出，彻

底治理粉尘外漏的难题。

套管机泵要经常换油，师傅们都

会用一个小管子，将换下的油导入小

桶中，然后倒入离套管房有一定距离

的地下罐，很多时候要来来回回很多

次才能将一个机泵的油换完，他们

说：“在家里，淘米的水可以浇花，同

样，这种油不同于其他废油，有利用

价值，我们可以再回收的，白白流走

了，多可惜呀！”像这样自发研制的

“机泵换油操作法”还有很多很多。

态度决定行动。当企业职工提升

了对绿色低碳的态度，其行动上就不

再是执行节约，而是争先为绿色低碳

献计献策，想方设法怎样更好地低碳

生产、低碳工作。

本报记者 张博 鲁守医

茂名石化：蓝天碧水和谐梦

【走进“新国企”之茂名石化】

海南炼化：“零排放”的绿色追求
本报记者 张博张晨璐

【走进“新国企”之海南炼化】

中国石化践行绿色低碳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为营造蓝天碧水做贡献。

图为绿色的海南炼化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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