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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今天开始受高空低槽东移影响，连续降水。具体预报如下：17日：小雨，偏北风1～2级，7～12℃；18日：小雨，偏北风1～2级，9～14℃；19日：小雨，偏北风1～2级，10～14℃。今天相对湿度：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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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清华大学核研院博士生导师王诚
一下高铁，便匆匆赶到位于咸宁高新区的氢燃
料电池产业化基地，在这个5000平方米的无
菌车间里，开始为期一周的研发工作。

这是王诚今年第6次来咸宁。作为清华
大学骨干人才、国家燃料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兼联络员，王诚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
研任务。可近两年，他每月要来咸宁两次，花
两周时间与他的43人团队一道，将实验室里
的氢燃料电池项目，转化为年产销额逾50亿
元的生产线。

“这可是新能源汽车工业发展的终极方
案。”王诚介绍，氢燃料电池是将化学能转化
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具有零污染、高续航里
程、低成本、重量轻、基本不用金属材料等特
点，优于其他各类汽车能源。国外氢燃料电
池汽车已进入量产阶段，而国内燃料电池全部
靠进口。基于广阔的市场需求，2015年元月，
喜玛拉雅公司与清华大学核研院携手，投入
近1亿元启动氢燃料电池产业化项目。当
年7月，王诚率团队进驻咸宁高新区。

两年时间，王诚在清华核研院和咸宁产业
化基地之间奔走，一头连着国际前沿理念和国
内领先成果，一头连着生产线和电池市场，经
过百余次综试，接连突破四大技术难关：氢燃
料电池铂催化剂的研发及其生产工艺的优化，
已初步形成批量生产线；模压双极板一次成型
技术，节省成本80%以上；“热定型”膜电极制
造技术，提升发电性能和电池寿命；模块化组

装技术，大大提高燃料电池的应用范围及市场
空间。目前，公司已经成功开发 5KW、
30KW、100KW等7个型号的燃料电池，主要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可以广泛应用到
汽车、通信基站、无人机、自备电站等各个领
域。

技术研发、生产试验、品质监管、市场推广
……王诚将他的43人团队分成若干个小组，
相当于一家大集团公司的各个部门。“公司量
产后，他们都是技术骨干、管理中坚。”两年来，
王诚不仅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为咸宁培
养出一支精干的技术人才队伍，氢燃料电池的
关键原材料、核心部件、组堆工艺等均可在咸
宁完成。

“氢燃料电池试产成功后，今年试售也迈
出第一步。”上月，王诚的团队向国内下游企业
售出首台电池电堆，本月又接到数百万元的生
产订单，今年下半年将建成3条生产线，明年
量产阶段后，可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到
2020年，将形成年产20万台氢燃料电池生产
能力，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税收20亿元。

链接：
喜马拉雅光电科技股份公司2008年创办

于武汉光谷，2012年落户咸宁高新区，着力生
产研发LED产品、太阳能、风能等。2015年、
2016 年，公司相继与清华大学和中国能源工
程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发
展氢燃料电池产业,力争未来5至8年，氢燃料
电池产量中国第一、世界前四。

清华大学核研院博士生导师王诚

两地奔波忙转化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李朝阳

整齐划一的厂房，平整宽敞的道路，绿茵
青青的花带，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工厂
图画。

15日，记者走进位于咸宁高新区永安东
路的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顿感心旷
神怡。

“我们的目标是抢抓每一秒，力争3月份
生产商用、乘用汽车转向器65000台套，确保
第一季度生产销售产值达到1亿元，以同比增
长30%的幅度，实现‘开门红’目标。”该公司
党委副书记张华杰一边热情地接待记者，一边
信心满满地描述着企业的发展前景。

作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和全国汽车
零部件出口基地、国家电动EPS方向机产业
化基地，该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汽车转向器及
转向系零部件产品，并以年产100万台套的生
产能力，为东风、北汽福田、江淮、吉利、力帆、
金龙、中通客车及印度TATA、伊朗霍德罗等
30多家汽车厂提供配套。目前，企业生产的
商、乘用车动力方向机产销两旺，供不应求。

近年来，公司围绕“精益聚力，技改发力，
质量给力，凝聚合力”的“四力”要求，引领全体
员工上下同欲对标干、突出重点精准干、撸起
袖子加油干、遵循规律科学干、扑下身子务实
干，有效激发了人力资源创造潜力，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一线操作工、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在各自岗位上为把飞宁方向机建设成为一
流汽车的首选，贡献心智，创想未来。

EPS总装车间主任舒全胜，是一个85后

的技术骨干。他2007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该
企业，一直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从设备维
修技术改造岗位的普通一员，一步一个脚印成
长为车间主任，见证了企业EPS产品开发从
无到有的全过程。

“我们车间生产的电动助力转向管柱，是
整个企业的核心产品，共有26个生产工序，每
一个环节都来不得半点马虎。”舒全胜告诉记
者，为了落实“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发展理
念，自2016年开始担任车间主任后，几乎没有
请过一天假，为追求产品零缺陷而进行“全天
候”管理监督。

“一流的产品来自一流的管理。”舒全胜
说，为了保证每天不低于700个转向管柱产
量，该车间本着“上一个工序不合格的产品，绝
不流到下一个工序”的原则，坚持人休机不休，
24小时轮班转，实现了产品市场零问题、现场
安装零问题的“双零”目标。

链接：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9 年，是三环集团全资子公司，是研发、生
产汽车转向器及转向系零部件产品的专业企
业，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转向器委员会理事单位。

公司目前拥有总资产6.3亿元，占地面积
567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有10个生产车
间。拥有湖北省技能大师1人，湖北省技术能
手3人，中高级职称共68人，拥有国内外先进
的CNC生产和检测设备900多台套。

三环汽车方向机车间主任舒全胜

上下同心保目标
记者 柯常智 通讯员 汪丽君

整齐排列的一排排机床之间，戴着口罩、
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操作机器，手里忙个不停
……15日，记者来到洁丽雅·咸宁瑞雅毛巾有
限公司织造车间，看到这幅忙碌的生产场景。

班组长刘晚英正在车间里来回穿梭，检查
工人的生产，随时给出指导意见。见到记者，
她一边叮嘱工人注意事项，一边跟记者攀谈。

今年49岁的刘晚英，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11年，是公司的“老人”。洁丽雅落户咸宁不
久，刘晚英就是织造车间的员工，一直到搬入
高新区，逐渐成为班组长。

谈到公司这些年的变化，刘晚英感慨：“机
械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入驻高新区之
前，公司用的生产设备还是人工操作的，一个
人盯两台机器，眼睛都不敢眨，一旦断线了没
有及时发现，就会出现残次品；入驻高新区之
后，老的设备全部淘汰，新设备全部是机械化，
一个人可以看六七台机器，断线了就会停机，
劳动量小了，产品合格率提高了。

刘晚英说，织造车间原来有100多人，一
个月最多生产60多吨；现在只有40多人，一
个月可生产130多吨，比以前翻了一番。

“精编细织，勤查快修。”这是织造车间的
工作理念。这句话，刘晚英当班的时候，每次
都要跟大家强调。她说，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
求在不断提高，每一个小的环节，都会影响到
产品的信誉，不认真可不行。

刘晚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接头，看上去
是很小的技术环节，接得好就不影响质量，接
不好后面还得修补，费时费力。为此，碰到新
员工上岗，技术纯熟的她总会多花费精力，进
行细节指点。

刘晚英说，这些年，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在不断提高，一条毛巾的重量要精确到克才
算合格。也正因为在生产上严格把关，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洁丽雅始终稳稳站住了脚，产
能保持稳定增长。

“按照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我们每个月
要完成160吨的任务，任务重，压力大。”刘晚
英说，在抓好生产的同时，公司也在大力招工，
扩大人员规模。

据悉，今年该公司要完成3000吨毛巾、
4500吨外供筒纱的生产目标。该公司正组织
员工开足马力，加紧生产，确保完成目标。

链接：
咸宁瑞雅毛巾有限公司由浙江洁丽雅集

团投资，计划总投资2.2亿元，占地面积160余
亩。2008年底，公司入驻咸宁高新区后，规模
不断扩大，产能逐年提升，年产毛巾从1000多
吨提升到了2600多吨，生产的筒纱除自用外，
还外供浙江、嘉鱼等地4000多吨。目前公司
已完成投资8500万元，厂房及附属设施建设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亿元，税收达
1.2亿元，并提供2000个就业岗位。

洁丽雅·咸宁瑞雅毛巾员工刘晓英

勤查快修精编织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李炯 胡成尧

15日，在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建
设现场，挖掘机、推土机等正在轰鸣作业，车辆
来往不断；而施工地的另一边，已成型的一期
工程主体厂房巍然耸立，几十名工作人员来回
穿梭，正在做厂房的混凝土地和厂房周边的步
道施工，项目建设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如火
如荼的建设场面令人振奋。

“接下来就是厂房内部的装饰装修，预计
在下月中旬安装上料、分散、调稀、包装设备。”
项目负责人李明杰介绍，现在正在抢抓工期，
加班加点，赶超并济，形成冲刺合力和氛围，以
保证一期工程在6月建成投产。

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整个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产能力可达20万吨，产值50亿
元，税收5亿元。立邦集团隶属于新加坡立时
集团，至今已有133年历史，是目前亚太地区
最大涂料制造商。据悉，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
产基地一期建成后，主要生产水性高级内外墙
涂料工程新型质感涂料、岩彩仿石材涂料、木
器漆等产品，并将在咸宁建设立邦大学。

据李明杰介绍，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
基地产品将覆盖鄂、湘、赣三省及安徽省南
部，上料、分散、调稀、包装设备都是从西班牙
进口，引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最新

的生产工艺，把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
打造成涂料行业集设备全自动化、工艺最先
进、管理生产效能最优、经济效益最好的新型
涂料生产企业，使基地成为世界一流的涂料
生产工厂。

“为了赶进度，我们晚上也要加班。”李明
杰表示，夜晚施工场地灯火通明，施工器械高
速运行，但大家做工作一点也不疲沓怠慢。项
目建成后，还可以解决当地200多个就业岗
位。他说自己很有干劲，等项目建成后，还会
介绍家人来这里工作。

“在抢抓时间的同时，我们也会加强管理，
保质保量地完成公司下达的目标任务，促使项
目实现早投产、早见效。”李明杰说。

链接：
立邦集团隶属于新加坡立时集团，至今已

有133年历史，是目前亚太地区最大涂料制造
商。据悉，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一期建
成后，主要生产水性高级内外墙涂料工程新型
质感涂料、岩彩仿石材涂料、木器漆等产品，并
将在咸宁建设立邦大学。

咸宁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整个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产能力可达 20 万吨，产值 50 亿
元，税收5亿元。

立邦涂料华中生产基地主管李明杰

质效兼取卯足劲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李朝阳

15日早上7时，陈斌就起床了，边吃早餐
边仔细查看昨晚的“备课”，为早上的例行早
会做准备。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工作
计划、每天目标、需要改进的地方等内容。

7时45分，工人们都准时到了车间。布
置完今天的工作目标，鼓励工人们加油干后，
陈斌将车间主任拉到一旁，仔细交代安全生
产需要注意的事项。

之后，就是产品质量把关、安全生产巡
查、晚上“备课”总结一天的工作并谋划接下
来的安排，一直忙到晚上，第二天又是新一天
的循环忙碌。

“开工比工人早，收工比工人晚。”陈斌
说，自去年10月底来到咸宁，负责嘉寓门窗
幕墙湖北有限公司的生产后，几乎每天都是
如此循环，经常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在陈斌看来，虽然门窗和幕墙生产看起
来科技含量不高，但也一丝马虎都不能有，

“锻切、钻洗、组装、包装、入库，每个环节都要
精益求精，这样产品才有竞争力。”

面对今年完成生产40万方、总产值达1
亿元的目标，陈斌虽然觉得压力大，但信心满
满，“我们公司生产的光伏玻璃幕墙、隐框光
热光伏遮阳幕墙、蜂窝陶瓷板幕墙、智能门

窗、节能门窗、造能门窗等高档门窗幕墙产品
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

陈斌告诉记者，公司实行订单式生产，订
单已经接到年中，目前已上的3条生产线自
今年开工以来一直满负荷生产，下个月另外
3条生产线也即将投产，“到时候6条生产线
一起开工，不怕完不成任务。”

今年45岁的陈斌来自安徽，虽然在咸宁
待了还不到 5 个月，但对咸宁的印象特别
好。他说：“这里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各
项扶持政策给力，是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

有件事，陈斌一直充满感激：去年底，公
司投产前夕，水电却出了问题，市高新区管委
会知道情况后，帮忙联系、督促进度，一天内
解决到位，公司顺利投产。

陈斌说：“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不撸起
袖子加油干，都对不起自己。”

链接：
嘉寓门窗幕墙湖北有限公司位于咸宁高

新区，由北京嘉寓投资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
设，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玻璃幕墙生产企业。

公司占地面积200亩，是我市重点推进项
目，于2014年入驻咸宁高新区，去年底投产，
今年年产值目标1亿元。

嘉寓门窗幕墙生产负责人陈斌

撸起袖子加油干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16日上午11点，在市高新区和乐门业智
能钢质门项目工地现场，一派热气腾腾景象：
焊花飞溅、机声隆隆，大型机器轮换上阵，运送
土方、砂石的车辆来回穿梭；从施工入口处放
眼望去，几十名工人配合默契、紧张施工中
……

此刻，施工部副总经理陈文波头戴安全
帽，正低头察看施工细节，并在本子上认真记
录。从早上7点开始，这已是他在工地上的第
四遍巡察。

“因为咸宁雨季较长，抢抓晴好天气赶工
期就尤为重要！”陈文波说，为确保6月份道路
铺设完成，年底实现8条生产线的满负荷生
产，自年初以来，公司不断投入人力和设备，与
时间赛跑。

在工地入口，一张张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及工作人员值班表“历历在目”，工期进度表密
密麻麻地标注着工程量和人员明细。

“从1号厂房到5号厂房，从防火芯板厂
房到总装房，每一区域都安排有3台大型挖
机，并配备4台运输车配套作业，同时一台
压路机紧跟其后，连续作业。”陈文波如数家
珍。

从高新区集中开工仪式至今，一个月的时
间，陈文波用一组数据给记者解释“时间去哪
里了”——

一个月时间，和乐门业完成规划设计、规

划证、土地挂牌出让、建筑设计、图纸审查等开
工前期工作，完成环评批复、规划两证办理、租
用过渡厂房等；一个月时间，完成438亩用地
平整，清理土方20多万方；一个月时间，近40
公里还场道路初显雏形；一个月时间，年产量
500万樘门的6个厂房正拔地而起。

向时间要效益，和乐门业踩足马力冲刺
“开门红”。

为提升员工施工积极性，公司向每位施工
人员发放“新春礼包”，为施工人员解决家庭和
生活难题，引导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积极融
入我市“金融早春行”活动，成功与长江证券、
天仕投资、中信投资、农业银行、金投集团等金
融机构主动对接，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发展动
力……

“每天看着厂房不断‘生长’，这就是最开
心的事情。”陈文波擦擦额头的汗水，一脸憧憬
地说：“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预计到明年初就
可以全部建成投产，届时年收税约6000万元，
将有力助推咸宁做大经济底盘！”

链接：
和乐门业智能钢质门项目，由四川弈新实

业实业集团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0.1亿元，
计划用地438亩，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
钢质门、防盗门、防火门等系列产品。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3亿元，年收税约
6000万元。

和乐门业施工部副总经理陈文波

争分夺秒抢晴天
记者 邓昌炉 王凡 通讯员 李朝阳 胡成尧

编者按：

实现开门红，关键在实
干。“开门红”不是喊空口号、
摆花架子，体现在经济上是真
金白银，体现在工作上是实际
成效。唯有务实重行、真抓实
干，拼出“开门红”，才能一步
一个脚印，实现“月月红”、“季
季红”、“年年红”，最终实现咸
宁绿色崛起的总目标。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市
高新区重大项目现场，一个个
忙碌的身影都在撸起袖子加
油干……

策划策划：：何泽平何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