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兼程50年!
吉林化纤与中国纺织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今天,这个经历半个世纪风雨的企业,外表静谧着,内心却沸

腾着!
50年,这个屹立于松花江畔，共和国骄傲的老国有企业,依

旧拥有着时间无法抹去的精彩与传承!
50年前，它竖起了新中国纺织业的里程碑；

今天，沐浴着纺织丝路花雨,铭刻着新时代的印记,孕育着纺
织强国的梦想,它默默地接受人们心中怀想的敬意,风骨依然！

铿锵地崛起 不朽的精神

丝绸之路，既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梦想。吉纤人的追梦之
路从1959年的隆冬起航，一小队创业者冒着严寒在距吉林市北
郊15公里的松花江畔树起了一块“吉林市人造纤维厂筹备处”的
木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个当时名为九站“百家屯”的地
方，江水低流、矮山相依，原本名不见经传。伴随着1960年9月
吉林化纤年产3400吨粘胶短纤维工程的破土动工，这里的历史
从此改写。草木春秋，水流石转，见证着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
群追梦人几十年的风雨历程。

60年代初，正是新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2000多名创业
者白天奋战在工地上，晚上就住在挖地三尺盖起的“地窨子”里。

创业的真实写照，一个字是苦，两个字是苦和累。夏天的“地
窨子”外面下雨里面一汪水；冬天的“地窨子”外面天寒地冻，屋里
也是滴水成冰。吃在工地上，苇席围起来就是“大饭厅”，天冷时
刚出锅的苞米面窝头没一会就冻成了冰坨。冬天晚上睡觉时，很
多人脚底下都垫着烧热的砖头取暖。

老一辈吉纤人都记得，当时没有专用卡车和铁路专线，创业
者们硬是靠人拉肩扛把一袋袋水泥等工程材料和设备物资从3
公里外运到工地上，干完活常常累成了一滩泥。

胸有朝阳，心有梦想，第一代创业者最缺乏的是物质，最富有
的是精神，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没人叫苦，没人叫累，大家心中
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早日实现企业的建成投产。这就是
吉纤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创业精神、奉献精神。创业的艰苦历
程，成就了企业第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眼又是冬去春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年的艰苦奋战，
一座现代化化纤企业在一片荒原上拔地而起。

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群策群力扫工程“尾巴”，试车前对
设备进行精心调试。1964年4月19日，纺丝女工谭淑琴踩下第
一个纺丝泵、压下第一根曲管，第一束洁白的银丝喷涌而出。历
史的瞬间永远定格在了全体吉纤人的心中。

按设计产量一次投料成功，按质量标准一次出正品，按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一次投产成功。1964年7月，他们成功实现了“三
个一次成功”。8月，企业正式建成投产，在一代创业者手中，吉林
化纤这艘航船正式扬帆启航。

为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不久，他们就打响
了扩建短纤第二条生产线的战役。

时值文革十年动乱，吉纤人排除干扰，“三人工作两人干，抽
出一人搞基建”。1971年9月第二条短纤生产线投产，短纤产能
达到7000吨。经过进一步改造挖潜，1975年末，实际产量达到
了7808吨。

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1979年上半年，松花江
江水污染，油剂质量差，企业产品质量滑坡，短纤色泽、可纺性均
不达标，产品积压。吉纤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迅速行动
起来，组织水质、油剂攻关，在职工中开展群众性全面质量管理教
育，相继攻克了超倍长、强度降等等难题，终于生产出了全优产
品。1980年，粘胶短纤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81年短纤产能达
到了10596吨，实现了产量超万吨，质量“五个九”的目标。

面对成绩，吉纤人一刻也没有放缓前进的脚步。1980年 7
月，他们在周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向省计委提交了《2000吨人
造长丝计划任务书》。

为解决2000万元建设资金问题，原厂领导五进太原、三赴天

津、两闯山东。
1983年7月10，一期长丝工程破土动工。1986年，在长丝工

程开车典礼的锣鼓声中，吉林化纤实现了从单一短纤产品到长丝
产品的拓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改革中前行 砥砺中奋进

改革是生产力，改革也是一场触及心灵深处的革命。三十多
年改革开放，吉林化纤始终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勇当弄潮儿，手把红旗，稳立潮头。

春江潮水连海平。改革之初，老革命遇到了新形势，老国企
遇到了新问题。在痛苦中思考，在挫折中奋起。吉纤人清醒地认
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锐意改革、抢抓机遇、迎难而上，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实现企业的大发展。

1984年，国家计划逐步放开，工厂的主要原材料浆粕供需失
调。离开了国家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怎么办？出路来源于思
路，他们投资680万元横向联合江苏省丹徒县化纤浆厂，保证了
每年3000吨浆粕的供应。为了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供应
的后顾之忧，从1989年开始，他们与河北藁城化纤浆厂联合兴建
吉藁棉浆厂，每年又有了6000吨浆粕，一个企业稳定可靠的原料
供应体系基本形成。

国家电力紧张，1988年初企业被迫限电减产，仅一季度就少
创产值千万元。吉纤人决定上自备电站。说干就干，1988年4月
一期工程破土动工，一年半后第一台6000千瓦／时机组正式发
电。到1993年11月，三期自备电站工程相继并网发电，共形成
18000千瓦／时的发电能力，热电联产每年还可为公司创利
1200万元。

对于一个现代化企业来说，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1987年
10月，他们在国内同行业八家改建、新建企业中率先形成了粘胶
长丝3000吨/年生产能力，企业当年利税首次突破千万元。

经过一系列技改建设，2000年5月，企业粘胶短纤维产能达
到了3万吨，粘胶长丝产能达到了1.7万吨。品牌制胜、诚信兴
企，粘胶短纤维摘取了中国化纤最高荣誉——国家银质奖章，粘
胶长丝荣获了“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白山”、“白金马”牌商
标在国外进行了注册。

棉、木、麻等天然原料，经溶解后制成纺织溶液，喷丝制成的
纤维叫人造纤维；来源于石化产品的叫合成纤维。着眼于企业的
长远发展，他们在扩大粘胶长丝等人造纤维生产的同时，把目标
瞄准了化纤行业技术含量更高的合成纤维——腈纶纤维的生产。

1993年3月12日，国家和省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两个3万吨
腈纶项目合建在吉林化纤。在吉林省，当时这是一个空前的大项
目，吉纤人抢抓机遇，卯足了干劲。

设备来自意大利、德国，技术工艺是九十年代国际一流水平，
一切都是那样令人振奋。工程建设者们战严寒、斗酷暑、筹资金、
抢进度，30个月一期工程建成投产，1998年5月29日一次投料开
车成功。一次出合格品，国内同类项目投资最少、建设工期最短、
达产达标最快，堪称奇迹，刷新了国内纪录。

从单一的粘胶短纤发展为粘胶短纤、粘胶长丝、腈纶纤维、浆
粕等四大系列产品，从建厂之初的有限规模，到吉林化纤建成投
产40周年之际，公司生产能力达到20.3万吨，利税增长了近40
倍，资产总值增加了100倍。吉纤人凭借开拓求实、争创一流的
进取精神，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敢闯敢试、善打硬仗
的可贵品格，在国有企业优秀带头人付万才的带领下，在全国纺
织行业中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创新中升级 转型中发展

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是摆在吉纤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承载着神圣的使命，近十多年来吉林化纤在创新的号角中进入了
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时期。他们在“学习创新、追求卓越”精神引领
下开始了科学发展的划时代变革。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观点是：创新，是企业家的天
职。创新，一直也是吉林化纤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吉林化
纤几十年的发展，就是一部迎难而上、永不满足、永不停步，一路
奋勇前行的历史。

到吉林化纤集团公司建成投产50周年之际，公司产能达到
47万吨，拥有2家上市公司、2家中外合资公司、4家域外公司等
14家公司，由一个单一化纤生产企业成长为一个国有大型化纤
综合性企业集团，客户广布于国内20多个省（市）和亚洲、欧洲、
美洲、非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产业布局上，竹纤维、碳纤维原丝、腈纶纤维规模跻身全国
乃至全球前列，并被确定为全国纺织原料企业中唯一的“保健功
能纺织品原料基地”。质量领先，规模领先，效益领先，成就了吉
林化纤的行业龙头地位。

这一切，都源于咬定创新不放松。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的
升级转型，没有创新，就没有吉林化纤的大发展。创新，是吉林化
纤发展过程中集全部精力做的最大的一篇文章。

吉林化纤传统产品产能在国内同行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虽
然质量领先，但附加值仍不高。近年来公司坚持不断创新，提高
传统产品差别化率，提升产品附加值，相继开发了以竹纤维、碳纤
维原丝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纤维及阻燃纤维等新型功能性纤维。

上、下游携手合作，产业链共同创新是吉林化纤在市场开拓
上走出的一条成功之路。自2005年自主研发竹纤维之后，吉林
化纤联合上、下游纺织企业共同将产品推向市场、共同创新，竹纤
维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应用领域、市场面越来越广。目前吉林化
纤是国内最大的竹浆粕、竹纤维生产基地，天竹产业联盟是他们
在商业模式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这种形式的资源整合及携手开
发，他们在全国竹纤维市场中，赢得了主动权。

产学研广泛结合，实现合作创新是吉林化纤的又一成功做
法。在腈纶纤维生产基础上，他们与长春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
学、东华大学、中科院化学所共同研发、攻关碳纤维原丝生产技
术，2008年取得突破，并申请专利，首创湿法二步法聚丙烯腈基
碳纤维原丝工业化生产专利技术。2011年11月，年产5000吨碳
纤维原丝项目建成投产,企业成为我国最大的碳纤维原丝生产基
地，碳纤维原丝质量现已达到了T400水平。产学研联盟共同创
新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近年来，吉林化纤对
标国际，高水准扩张，凭
借管理和品牌优势，成为
世界著名的德国恩卡公
司第一个技术输出合作
伙伴，将粘胶长丝的生产
水平由国内一流上升到
国际领先；与国际行业巨
头意大利蒙特公司由技
术合作走向合资合作，使
吉林化纤成为全国最大、
全球第二的腈纶生产基
地。

自主创新离不开人
才的培养。他们建立了
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建设了3条小
装备线、2条中试生产线
和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
2个省级技术中心。通
过选送优秀人才到高校
深造、设立“技术进步

奖”、“拔尖人才津贴”等各种激励方式，培育了一批科技带头人。
近几年来，企业共申请竹纤维、碳纤维及其它高性能纤维专

利46项，其中发明专利33项，实用新型13项。“天竹”竹纤维被誉
为“21世纪健康纤维”、纺织界“第五元素”，引领了国内纺织行业
的一次绿色变革。年产2万吨的醋酐项目土建已经开工；改性阻
燃纤维、添加剂阻燃纤维，扁平纤维、超细旦抗起球纤维等已经开
始全面市场化。

一大批新型高新技术纤维的逐步市场化，为企业升级转型注
入了崭新的活力。

让视野更远 与世界更近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吉林化纤走过了50个春秋。面对
新形势下国内外经济周期性调整、行业运行周期性调整、企业升
级转型周期性调整等叠加因素的考验，这艘国内化纤行业的巨轮
正在激流中挑战新高，乘风破浪，傲立前行。

一个企业的发展取向有着切合时代的脉动，才能不断走向
新生。

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多重不利因素，宋德武——这位在十八
大新一轮改革号角声中接掌吉林化纤的新一任董事长，一个一
年经过两次组织考核的吉林化纤新掌门人，面对着镜头，今年仅
仅43岁的他，没有多少惊人之语，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产业
洞见。

这个20余年，从吉林化纤基层做起、土生土长的吉纤人，有
着一腔浓得化不开的丝路情。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什么是企业
发展的王道？那就是可持续的发展；什么是企业的头等大事，还
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吉林化纤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带
领着吉林化纤果断前行，在升级转型中抢占先机，行动之快速，让
业内为之振奋。

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多重不利因素，2013年吉林化纤走过了
承压奋进的一年。2014年，一方面资源、环境之间矛盾日益加

剧，要素成本、环保运行成本不断上升，竞争压力逐步加大；另一
方面，通过2013年的逐步调整，企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
构已逐渐向良性发展，产业链整体提升效果已经凸显。

而如何把握产业变革的新动向，新特点，加快我国化纤业发
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纺织业持续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面
对挑战，吉林化纤抓住的是机遇！

一系列战略规划进入视野。
在2014年初的集团公司二届十次职代会上，宋德武董事长

提出了“整合优化、提高效率、内拓外联、双轮驱动”的发展思路，
并打出了“调整三产、运作三资、提升三效、提高三率”的组合拳。
经过几个月的运营，组合拳初见成效。今年1-6月，集团公司实
现产值27.7亿元，同比增长8%；销售收入26.8亿元，同比增长
5.1%。

通过夯实传统主业，积极调整产品、产业、产权结构，推动了
企业健康发展。调整产品结构，打造了三条丝路线。传统产品优
质化做高，实现粘胶长丝由A级向AA级再到AAA级的持续升
级；规模产品差别化做宽，依托国家级和省级技术中心，以及院士
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首席技师工作站，相继开发出阻燃、
扁平、抗起球、凝胶染色、蓄热等新产品；原料产品产业链一体化
做长。从浆粕到纤维再到终端市场，通过产业联盟模式，让吉林
化纤由单一的纤维生产向上下游的产业链延伸；调整产业结构，
使碳纤维、竹纤维两个产业链得到了拓展、延伸，碳纤维向终端产
品拉动，自制生产了离心罐、传动辊等，拓宽原丝应用领域，竹纤
维通过携手上、下游合作开发，产业链共同创新出营销模式，通过
在纺纱、织造、染整、终端加工每个环节，家纺、针织、服装、产业用
四大领域内和产业链上的企业紧密合作，使竹纤维产品质量不断
完善，应用领域、市场面越来越广；调整子公司的产权结构，实行
改制改革，加快了企业实现转型的目标。

通过双轮驱动，积极运作资本、资产和资金，加快了企业的生
产运营。在资本运作方面，集团所属的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
核通过；在资产运作方面，公司对闲置的资产进行全面系统的梳
理，通过建设醋酐化工项目等，将闲置资产逐项进行利用和优化，
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在资金运作方面，公司加大库存产品及原
料的周转和变现力度，加快销售回款和出口结汇速度，多方举措，
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通过整合优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
不断强化了企业管理。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向管理要效
益，对内部岗位及资源配置进行全面整合优化。同时，充分利用
各种活动载体，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率，最终实现经营效率的
提升。

通过内拓外联，提高产销率、毛利率和贡献率，强化了生产经
营。他们通过深挖内潜、销售拉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销率；通过
供、产、销结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毛利率；通过抓好传统产品升级

晋档与新品的市场推广，最大限度地提
高贡献率。

同时，吉林化纤在自主创新与自主
开发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新产品的不断
问世，成为了企业新的效益增长点——

具有保暖、保健功能的蓄热纤维市
场前景广阔。色牢度高、颜色艳丽的原
液染色纤维，以及用于仿毛皮、毛绒玩具
等高端消费领域的扁平纤维，得到了下
游客户的高度关注和认可。更值得关注
的是，已获得国家专利的抗起球纤维通
过技术升级，质量及染色性能大幅提升，
现已达到国际同行业产品标准，打破了
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还有广泛用
于部队、消防等领域的阻燃纤维，已经成
为企业新的效益增长点；圣麻、莱麻纤维
更是以其天然的抗菌、抑菌、防螨功能赢
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本着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
的研发理念，吉林化纤在夯实传统产品的
基础上，已实现了新突破、新跨越，正向着
军用、民用、产业用等领域纵深发展。

6月13日，加速打造“中国碳谷”，吉
林省碳纤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揭牌。

8月8日，中国“十三五”纺织发展论坛及化纤产业链座谈会
将在吉林化纤召开……

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地反映了吉林化纤在不断创新中努力寻
求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潜力是需要挖掘的，吉林化纤从历史传承中汲取的精神营
养，照亮了企业前行的每一个脚步。他们坚持企业文化建设与生
产经营中心工作的紧密结合，以精心打造品牌文化、管理文化、精
神文化为重点，围绕提升员工素质、提升企业精神、提升品牌形
象、提升管理水平，全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他们继承和弘
扬吉纤人“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的精神，培育员工核心价
值观，打造员工职业自信工程，以文育人，以文治企，充分发挥企
业文化的引领作用。

企业坚持“惠民强企，人企共赢”的人本文化理念，努力使员
工人均收入连年增长，让员工与企业心手相连……

昨天，是历史的选择；今天，吉纤人用自己的选择来抒写自己
道路！

复兴路上争朝夕,逐梦路途不停歇!
吉林化纤的过去和今天不是惊鸿一瞥的传奇，它注定是要抒

写共和国纺织行业辉煌的咏叹号！
改革号角声声，吉林化纤正奏响着共和国纺织事业的强音，

努力谱写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日出东方,风生水起!
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国纺织行业追求的强盛之路，是中

国纺织行业走向世界的辉煌之路。古有丝绸连四海，今有吉纤闯
五洲。为重现丝绸之路时代的辉煌，实现振兴民族纺织工业的梦
想，50年风霜雨雪，50年风雨同舟。谋百年之基业，勇敢担当起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挺起振兴民族纺织业的脊梁，吉纤人在改
革开放的新征程中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创新发展，正向着建设国
际一流大化纤基地的目标迈进。

腈纶聚合回收装置腈纶聚合回收装置

腈纶纺丝生产线腈纶纺丝生产线

丝路追梦丝路追梦，，开启科学发展新征程开启科学发展新征程
————吉 林 化 纤 风 雨 兼 程吉 林 化 纤 风 雨 兼 程 5050 年年

王宏王宏 刘敏刘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茁张茁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一条从古都长安出发绵延7000多公里沿中亚贯通亚欧的商贸大道丝绸之
路。漫漫古道上的驼队，把丝绸等中国商品带到了当时西方文明的中心欧洲，受到各国王室的厚爱。欧洲人第一次充分
感受到了东方华夏古国高度的物质文明。

续写中国纺织业丝绸之路的辉煌，一直是无数纺织人的梦想。
两千年后，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今天，在吉林市风景旖旎的松花江畔的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群怀揣着建设新

中国人造纤维梦想的追梦人，秉承着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的精神，历经50年的创业、改革、创新和发展，一路风雨走
来。企业在三年困难时期艰难起步、建成投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壮大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创新，实现了与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的技术合作，产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吉纤人用自己的不懈奋斗续写了纺织行业丝绸之路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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