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防水 30 年

我与新乡锦绣风雨同舟的日子
袁卫国
（新乡锦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新乡 350000）

我是 1996 年 8 月来到新乡锦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当时企业名称

为
“新乡市建筑防水材料厂”。近 20 年来，
我与新乡锦绣风雨同舟，
历经酸甜苦辣。从

过去几近垮掉的老国企，到今天充满勃勃生机的股份制企业，凝结了我 18 年的辛劳

和汗水，
凝聚了全体锦绣人的智慧和奉献。

当我同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员工擎起新乡锦绣“二次创业”大旗的时候，就
注定我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企业改制、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企业管理方面入
手，大力实施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战略，
成功开发了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使企业逐步
脱离了困境，使新乡锦绣获得了新生。
经过改制后 16 年的发展，新乡锦绣已成为下辖十余个控股子公司的集团化企

业，拥有省级技术研发中心一个，生物能源项目被河南农业大学作为研究实验基地。公司年产值由改制前的

1 000 多万元发展到目前的 6 亿元，年上缴利税 3 000 多万元。企业固定资产从改制前的 1 237.7 万元增加到现
在的 3.8 亿元。厂区面积由原来的不足 50 亩发展到现在的 600 余亩，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发展。
回顾篇

新乡锦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艰苦创业、曲折发展、拼搏奋起奔向康庄大道的六十载春秋。
新乡锦绣前身可以追溯到始建于 1952 年 10 月的原平原省军区后勤部所属木材加工厂。在 1958 年“大跃

进”的年代，木材加工厂员工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用极其简陋的生产设备，用手
—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并命名为“锦绣”
摇肩扛的古老作坊生产方式，生产出了国家建设急需的建筑防水材料——
牌。石油沥青纸胎油毡生产成功揭开了木材加工厂企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工厂亦被正式命名为“地方国营
新乡市油毡厂”
。
1978 年，国家建材总局和河南省建材局投资 86 万元，对新乡市油毡厂进行沥青接卸工程改造，改沥青的

桶装运输为火车罐车运输。1979 年沥青火车罐车接卸工程投入使用，从炼油厂发出的装有低标号的石油沥青

火车罐车到达铁路专用线后，经沥青泵源源不断地送入数个千吨沥青储罐，结束了十多年的沥青桶装运输、蒸
—2
汽烘烤、人背肩扛的繁重落后的沥青接卸方式。1979 年又投资 80 万元用于年产 100 万卷油毡配套工程——
万 t/a 氧化沥青工艺装置项目。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施工，1981 年，自我设计的塔式结构、间歇生产 2 万 t/a 氧化
沥青装置一次试车成功并顺利投入使用，结束了新乡厂大锅熬油、明火炼油危险落后的工艺过程，取而代之的
是运输管道化、控制仪表化、
管理程序化的先进工艺过程。两项重大工程先后成功投入使用，使得新乡市油毡厂
跻身于全国建筑防水材料行业的
“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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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3 月，全国 12 家生产国家建材局指令性产品（石油沥青纸胎油毡）的骨干油毡企业组建成立了中

国长城防水材料公司，新乡市油毡厂名列其中。成为公司成员后，新乡厂虚心向行业领头企业学习，奋起直追，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企业的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主导产品 350 号石油沥青纸胎油毡先后获得省优、部优的光荣

称号；
在 TQC（全面质量管理）活动中，
质量管理小组连续 3 年获得部级先进 QC 小组。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提

高，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国外。随着防水材料新品种的开发与生产，新乡市油毡厂也改名为“新乡市建筑防
水材料厂”
。
1989 年，
新乡厂在全国防水行业首家成功应用导热油加热沥青新工艺。该工艺对促进我国油毡行业的技

术进步、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起到了重要
作用，随着其在全国防水材料行业的推广和应用，
新乡厂也声誉大增。
此后一段时期，新乡厂产量逐年攀高，
质量稳定，
产品畅销，
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企业声誉日益提升，达到了
了发展的顶峰。然而，
市场经济的浪潮无情地冲刷着产品结构单一、
经营管理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管理机制低效
的企业，到了 1996 年，曾经辉煌的新乡厂已到了步履艰难、濒临倒闭的困境。
奋斗篇

1996 年 8 月，
受新乡市委、市政府的重托，我来到新乡市建筑防水材料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摆在我面

前的是一个亏损 107 万元、停产半年之久的老大难企业。走进厂区，到处浮尘遍地，车间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偌

大的厂区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生气。我用 20 多天的时间，到工厂每个车间、科室和班组，仔细询问和调查，摸清

了厂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品单一、
管理机制涣散、人浮于事、干群关系紧张、派系斗争长期存在，一个 600 多人

的企业各自为政。面对这种局面，我召集党委成员、中层干部和职工代表，商讨扭亏方案。在职工大会上，我向大
家立下“军令状”：
年底不翻身，我自动离职下台。之后，
我在厂内开始了涉及各个方面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和初步
改革，同时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消除隔阂和建章立制，使广大干部和职工看到了新任领导班子的务实作风和干
事态度，大家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
仅用了 4 个多月的时间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到年底，企业不但摘

掉了亏损 107 万元的帽子，还实现赢利近 9 万元。

恰缝年末岁初，新乡市建筑防水材料厂的厂区，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职工们热烈地搞起庆祝活

动，
感谢新领导挽救了企业，
为大家带来了希望。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效率低下的老国企实行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
就面临着被淘汰。在企业刚刚企稳、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时刻，究竟该如何改革、如何发展，我和当时厂领导一班
人经过深思熟虑、
权衡利弊、
清理思路后，找到了下一步改革发展的突破口。根据新乡市委、市政府关于提倡企
业改制的指示精神，通过广泛宣传、
深入发动、
清产核资、
募集股金等规范运作，
于 1997 年底对原新乡市建筑防

—新乡锦绣防
水材料厂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8 年 1 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新乡市第一家股份制改制公司——
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经过几年的规范运作，企业固定资产、经济效益以及员工人均收入、
住房面积均
保持稳步增长，企业连年被上级管理部门授于各种荣誉称号共 100 余项。

改制后的新乡锦绣，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各项事业蓄势待发。1998 年初，在广泛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

上，我毅然决定淘汰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纸胎油毡生产线，企业自行设计加工了一条年产 600 万 m2 的 SBS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从设计加工到投产不足 4 个月时间。同规模进口设备需要 1 000 多万元，我们这条
自行设计加工的生产线为企业节省费用 400 多万元。新设备的投入使用，
使公司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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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种达到六大系列 100 多个品种，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1999 年 8 月，
公司参加了由中国建筑防水材料工业
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防水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建材报社及部分防水专家在大连组织的“推行防水工程质量
保证期高级研讨会”，通过研讨，1999 年 12 月 10 日包括新乡锦绣在内的全国 15 家防水材料生产厂家及防水

施工企业联合签名发表了《推行防水工程质量保证期制度联合宣言》。联合宣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新乡锦绣以其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逐步成为行业内的一块招牌，
“锦绣防水，
风雨同舟”
的公司理
念深入广大用户心中，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实现利税上亿元，使这
个几十年的老企业焕发了青春。
1998 年，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将新乡锦绣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行业，并将年会定在新乡召

开。与会代表 400 余人到公司参观、交流，
国家与地方防水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对公司的体制改革与发展经验给

予了高度评价。

发展篇
随着公司的发展和新乡城市建设的提速，
原位于市区的新乡锦绣必须进行腾挪。2004 年，
按照市政府的规
划和要求，我和班子主要成员通过考察和评估，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在新乡工业区购买土地 600 余亩，以新乡锦
绣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依托，组建新乡锦绣工业园区，奠定了公司不断壮大、跨越发展、向多元化集团化迈

进的坚实基础。
2008 年，公司与国内专业设备研发机构苏州防水材料研究设计所合作，投建了年产 1 500 万 m2 的具有国

内一流水平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使卷材类产品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3 000 万 m2，涂料类产品年生产能力
达到 50 000 t，
稳固了企业在全国居前、
河南省龙头的地位。公司现为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常务理事成员单位、
河

南省防水协会副主任单位。公司自主研究的“导热油加
热沥青新工艺”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技术和科研
成果，被广泛应用于防水行业。
2010 年开始，我狠抓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经过充

分的市场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在巩固防水主业
的基础上，实现以有色金属为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决
策。这个决策不但具有前瞻性，而且十分及时，所选项目
有色金属综合回收加工利用符合国家关于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政策。由于上了有色金属加工这个项目，公司厂区也被新乡经济技术开
发区命名为
“新乡锦绣新材料产业园”，
成为开发区八大产业园之一。
为了确保新项目整体成功，早日实现产业化、规模化、效益化，新乡锦绣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作了大量准
备工作。2011 年 4 月，电磁线一期 3 台设备正式运转；同年年底，公司年产 13 万 t 有色金属材料项目的重点工

程一期设备全线成功投产运行，
产品涵盖各种规格高性能铜漆包线，还有 8 mm、
3 mm 两种规格铜杆。

新乡锦绣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基础设施、设备产能、规模效益、员工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现在的新

乡锦绣工业园，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以防水为特色，生物能源、有色金属、
沥青物流等多业并举的良好发展格局。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将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与新乡锦绣风雨同舟，带领全体锦绣人，铺就一条奔向富
裕的康庄大道，让新乡锦绣向更高、
更远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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