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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而升级

中成集团举行 2018 年半年度总结会议
班子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紧紧把住一条
阴本报记者
“效益”主线，牢牢守住“现金流”和“负债
7 月 13 日，中成集团 2018 年半年度总结 率”两道安全底线。二、不断进行管理创新、
会议在山东滕州滨江国际大酒店召开。中成 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
集团总部及各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共 40 余人 用创新来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整个
参加了会议，各企业负责人围绕发言主题，
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的成功经验及发展思路。
会上，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永泉作了题为
《强化领导班子建设》 的重要讲话，控股集团
总经理李建明发布了公司半年度业绩报告，
并提出了 《外松而内紧，稳健而升级》 的下
半年工作思路，会议由控股集团常务副总经
理蒋伟达主持。
在讲话中，王永泉首先对当前国内外经
济形势作了判断，特别是对中美贸易战进行
了详细分析。面对复杂的环境，王永泉指出，
中国今年还有极其重要的三大攻坚战：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打好
三大攻坚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
社会政治问题，三个问题都和中成切身相关。
王永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成该怎么办？
年初的工作思路已经指明方向：努力创建稳
健型、创新型、生态型的好企业。我们领导

树立循环经济的典范
卡博特恒业成气相二氧化硅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
阴记者 陈子昊
走进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施工现场，眼前呈现出一派火热景象，
200 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主体框架施工。
恒业成与世界 500 强企业美国卡博特合作建
设的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材料 （内蒙古） 有
限公司年产 8000 吨世界级气相二氧化硅项
目施工从今年 3 月 20 日开始全面铺开， 6
月份开始安装主装置区设备。到目前已经完
成了工程量的 30%，预计到明年的六七月份
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续建项目之一。生产装置建成后年销售额约
2 亿元，实现年利税额约 6000 万元。
气相二氧化硅被称为工业味精，主要用
于有机硅行业，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
用，如高压锅的垫圈、橱柜用的密封剂、小
孩用的奶嘴胶……这都是日常能看到的硅胶
产品，但是硅胶如果不加二氧化硅，它的强
度、透明性等很多性能达不到要求。
项目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与装备、国
际先进的环保技术，利用内蒙古恒业成副产
品，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性能材料气相二氧化
硅，并把部分产品供给恒业成有机硅公司用
于其下游产品的开发，延伸有机硅整体产业
链，产品将销往我国各地及全球市场。该项
目既解决恒业成的一甲副产物，又大幅降低
废气、废水的综合排放，将成为循环经济的
典范。

企业、所有人做的事情都必须围绕关键指标
来做，都要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
李 建 明 在业 绩 报 告 中回 顾 了 中 成 集 团
2018 年上半年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在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取得 （下转第 2 版）

阴本报记者
7 月 19 日，越城区常务副区长何浩挺一
行来到中成开展走访调研。并与董事长王永
泉等领导进行了座谈。
王永泉首先介绍了企业上半年的生产经
营业绩，并就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年
初“打造稳健型、创新型、生态型的好企业”
的工作思路进行了介绍。李建明就上半年企
业把握政策与市场趋势，因势利导，在市场、
运营、供应链、技术、安全、环保等方面工

提升创新能力
作狠下功夫，取得不错成效进行了汇报。
何浩挺听完汇报后指出，中成是伴随绍兴
一路发展与成长的企业，是绍兴企业界的“常
青树”
。近年来中成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中成能
抓住绍兴大发展的机遇，既能成为越城区先进
生产力、先进理念的代表，也能成为推动越城
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和高质量发展的“样本”
。
何浩挺勉励中成坚定发展信心，提升创新能力，
在加快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何洁挺同时
表示，越城将全力支持中成这样的优秀企业在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不断做强做优。

中成建工一项目获评上海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近日，上海市建设协会公布了第五批上
海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名单。由中成建工
承建的上海临港南汇新城 NNW-C4A-02 地
块项目被评为上海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项目经理王锐良被上海绿地南坤置业评为优
质项目经理。
该项目由上海绿地南坤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建筑面积 111991 平方米。项目采用装配

整体式剪刀墙结构，装配式建筑比例为 100%。
该项目在创新技术应用上实现了建筑中重复
使用最多的 2 个基本单元面积之和占总建筑面
积的 77%，实现了建筑设计的标准化、模数
化，并完成了土建、机电、装修一体化设计。
中成建工创新装配式施工技术，并将新
技术成熟运用于新的装配式建筑项目，同时
开展装配式住宅项目现场观摩活动。不仅加
大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进一步提
升装配式建筑工程实践水平。

落实 《二十四节气管理细则》

中成热电预防安全事故成效显著
阴通讯员

李秋炯

为促进电厂平稳运行，保证安全生产。
中成热电高度重视主体责任落实 ，制订 了
《二十四节气安全管理细则》，扎实推进安全型
企业建设工作。2018 年 7 月 24 日，室外气温
高达 36℃，检修分场电气检修班在生技部电
气专工的配合下对配电 6KVⅣ段母线进行夏

绍兴市委组织部长徐晓光调研中成
阴本报记者
近期，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晓光一
行来到中成控股开展“企业服务月”调研活动。
中成控股董事长王永泉、总经理李建明、常务
副总经理蒋伟达等领导接待陪同并参加座谈会。
王永泉首先对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关心支
持企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并向调研组介绍了
中成多元化发展格局。王永泉同时分享了企业
应对市场低迷，开展目标管理，推行提质增
效、创优创新的经验。随后，李建明向调研组
详细汇报了中成近年来的党建及人才工作。
在仔细聆听中成近年的经营状况汇报后，
徐晓光对中成的发展表示肯定。他表示，中成
从一个乡镇企业起步，坚持克服困难，积极推
进“自我革命”，发展成现在的绍兴领军企业，
浙江省行业龙头企业，其过程实属不易。在经
历企业发展低迷时候也没有放弃，说明中成不
仅是有实力有底蕴的企业，更是有决心有毅力
求发展的企业。徐晓光表示，市委市政府将更
加重视市本级企业的发展，针对企业发展的有
利政策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同时提升优化政
府服务水平，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帮助
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根植乌海沃土 实现高质发展

技术创新推进示范项目落地
阴建工办

“自我革命”彰显企业实力

乌海市长高世宏调研中成希望企业

越城区常务副区长何浩挺勉励中成

坚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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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专项检查。打开箱体发现 2# 机 6KV 开关 3
相六只梅花触头均已经不同程度发热损坏，严
重的梅花触头弹簧已经发热熔断。电气系统是
热电企业三大主系统之一，是电力企业稳定运
行的核心，电气系统安全运行关乎企业整体安
危。现场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消缺工作，又一次
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成功预防机组跳机、主
变停运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阴通讯员

王

飞

7 月 7 日，内蒙古乌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高世宏来到中成集团开展调研。控股集团董事
长王永泉、常务副总蒋伟达等领导全程陪同。
调研中，高世宏一行深入企业，详细了解中成
上半年以来发展情况，并对中成取得经营业绩
表示称赞。
高世宏强调，上半年内蒙古全区经济运行
态势总体平稳，工业经济呈现逐步向好态势。
乌达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聚焦营商环境的打造，巩固放大传统产业竞争
优势。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作为内蒙古重点项
目，近年来的稳健发展为乌海的经济发展、创
造就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恒业成与
世界 500 强卡博特合作的卡博特恒业成高性能
材料项目的顺利推进，更有利于乌海加快精细
化工产业的集聚壮大。
高世宏勉励恒业成要继续根植乌海沃土，
在经营管理、技术研发、产品升级、节能减排
等方面不断创新，努力实现高质发展。

警企共建 护航企业发展
越城公安分局局长项万林调研安防工作
阴本报记者
近日，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项万林来到中
成集团调研企业安全防范工作，与董事长王永
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永泉对公安领导关心企
业安全工作表示感谢。并详细汇报了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和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环境。项万林
对中成的发展表示充分肯定。
项万林指出，警企双方要建立良好的互动
协作关系，共同做好企业安全防范工作，维持
企业周边的治安秩序。公安机关将通过落实相
关措施，努力开展对企业内部的安全保卫及商
业秘密的安全防范。他强调，中成是越城区的
重点企业，公安机关将竭尽全力为企业保驾护
航，主动融入经济发展主战场，同企业一起为
地方稳定和发展作贡献。
在此之前，越城区公安局副局长许华洲、
灵芝派出所所长沈玉权一行也专程就企业安防
工作走访调研中成。许华州表示，警企共建是
推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
建立完善联动机制，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
治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