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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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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9年度中国石
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暨
影响力人物发布盛典在京
举行。山东金河实业集团董
事长、烟台磁山集团董事长
张心达在本次盛典上，凭借
率领团队攻克全球保险粉
技术难关，一步步成长为世
界第一保险粉企业，并积极
谋求转型发展，打造全国养
生养老模范样板——— 烟台
磁山温泉小镇，获得“2 0 1 9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十大新闻暨影响力人物”。

1982年4月，时任东龙夼
村支部书记的张心达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乘势走上了创
业之路，开始创办企业。作为
一名有着50余年党龄的共产
党员，董事长张心达在创业历
程中始终坚定对党的信念不
动摇，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情
况下，都以党性原则作为衡量
自己一言一行的标准，始终把
企业的发展与党的方针、路线
和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作为一
名跟随改革浪潮走出来的民
营企业家，始终坚持党组织的
领导，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堡垒作

用。秉承“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的党性准则，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
定走深化改革创新之路，带领
集团领导班子从实际出发，实
施企业战略规划，强化技术与
管理创新革新，加强资本资产
管理，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和队
伍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8年来，集团始终坚持
“正直、人和、创业、勤俭”的
厂训宗旨，坚定“认识革新、
管理革新、技术革新、服务革
新”治企方针，通过产品战
略、人才战略、资本积累三大
战略转折，不断创新改革发
展，由当初创业时只有50人
的小社办企业，逐步壮大成
为山东金河集团和烟台磁山
集团，打造出了一个生机勃
勃的科技现代化企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成
为拥有员工近2000人，下辖
12个法人企业，总资产超过
35亿元，其产业涉及化工、文
化旅游、养生养老、房地产开
发、建筑施工、度假疗养、机
械制造等领域的化工制造业
和文化服务业的科技型民营
企业集团。

金河之歌 磁山之恋
——— 记2019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暨行业影响力人物张心达
(谭爱民 吴运州)

立足化工，唱响金河之歌
金河集团是以化工产品

为主导产业的民营企业，坚持
全面践行科学发展理念，积极
运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
方法和手段，努力打造以清洁
经济、循环经济、节约经济、安
全经济为核心特色的科学发
展新模式，是烟台民营企业
中 ，率 先 通 过 I S 0 9 0 0 1 、
IS014001、OHSAS18001体系
认证，成为国家安全标准化一
级企业，在企业经营发展中，
牢牢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正确方向。

38年来，金河集团秉承
“诚信立企、以科技强企、以创
新兴企”的根本宗旨，以产品
科技攻关为主导，全体科技人
员在产品技术自主创新上矢
志不渝地革新创新。在创业初
期，董事长张心达走遍全国广
招技术人才，高薪聘请技术人
员，全力组织科研团队，带领
技术人员不断创新自主研发
化工产品保险粉的新技术，立
足化工产品，创造世界优秀品
牌，取得了世界同行业注目的
科技成就。38年一瞬，金河集
团的保险粉作为一种高端化
工产品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中国
为数不多的在全球掌握绝对
主导权的优秀产品，技术上领
先国外同行一代以上。

在董事长张心达的带领

下，金河集团建立实验室，组
建自己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
保险粉核心技术，经过多年
技术研发，目前拥有自主研
发的全球领先的保险粉全部
核心技术，取得了12项国家
发明专利，主导起草了保险
粉3个国家和行业标准，参加
了与保险粉相关的15个国家
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牢牢掌
握了保险粉的话语权，成为
该行业全球第一，引领了世
界“保险粉”产业的发展。特
别是金河集团的食品添加剂
级保险粉技术更是全球唯
一，在国内用于食品级的保
险粉产品唯有金河集团一家。
因此，“世界保险粉看中国，中
国保险粉看金河”成为全球同
行的共识，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创造”让世界仰视。“古
金牌”保险粉产品畅销欧、亚、
美、澳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创汇8000多万美金。

“古金牌”保险粉被评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国家级重点新
产品”等。金河集团先后获得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国家发明奖”“中国石油和
化工民营企业百强”“国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山
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山东
省先进民营企业”“山东省高
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环保先
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转型文化服务产业，谱写磁山之恋
随着金河集团的不断发展壮

大，在保险粉行业持续做大做强、稳
固保持领先的优势下，董事长张心
达没有满足现状，而是深谋远虑做
出战略性决策，向新领域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开始进军文化服务产业，
规划投资30亿元开发建设磁山温泉
小镇。2009年11月开始开发建设，以

“环境、文化、服务”三大战略为目
标，经过十年倾力精心打造，目前已
投入资金16亿元，形成了以温泉度
假区、颐生疗养区、御水雅都区、半
山观海区、阴主文化区、风景名胜区
为主题的六大产业板块，成为集“养
生、养老、疗养、旅游、度假、商务、会
务、文化服务”于一体的原生态、公
园化的特色服务产业小镇。

磁山温泉小镇现已发展为以温

泉度假、休闲养生、旅游观光、生态农
业、商务会务、养生养老为特色的综
合产业体系，每年前来养生养老、旅
游观光、度假疗养的人络绎不绝，树
立了文化、旅游、服务特色小镇的闪
亮品牌。投入运营的磁山颐生疗养
院和老年国际公寓，打破传统的养
老模式，创立了养生养老的新概念。
以“代子女行孝、替社会分忧、为老人
造福”为宗旨，以品质养老为核心，打
造并形成了“安养、住养、疗养、居家”
养老运营体系，社区可容纳1400余名
老人入住养生养老。配备了无障碍、
人性化服务设施和养生餐饮、文化
娱乐、医疗陪护、家政服务四大项目
及78项服务菜单，创造了“全程化、一
站式，菜单服务”的养生养老新模式，
使养生养老品质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和发展，让入住的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获、老有所尊、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成为老人满足、子女自豪、社会
向往的养生养老胜地。在北京钓鱼
台国宾馆成功举办“中国?烟台磁山
温泉小镇养老新模式发布会暨高峰
论坛”，磁山国际老年公寓的养生养
老新模式被业界誉为“中国式养老
的破冰之举”，被称之为“中国养生养
老的领路者”。

磁山温泉小镇先后被授予“中
国宜居养老试验基地”“中华老人
文化交流促进会养生基地”“好
客山东不得不去的温泉品牌”“烟
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荣誉称
号，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山东省省级服务业特色小镇”

“烟台市特色小镇”。

以人才为根本，坚持改革创新
董事长张心达十分注重人才培

养和招贤纳士，把打造一支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团结协作的团队作为
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形成
了一支专业扎实、勇于进取、朝气蓬
勃、努力工作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的
管理团队，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促
进企业发展。建立健全科学管理、高
素质、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和管理体
系，从战略目标、管理制度、企业文
化、人力资源、考勤考核等方面实行
统一管理。针对员工的行为规范，集
团力求以情动人代替生硬的制度管
理，以道德规劝让员工被感性的情
感所感召，发自内心地去改变日常
的不良行为和习惯。同时，集团也十

分注重员工的思想教育和传统文化
教育，每年组织干部员工走出去，到
红色教育基地和文化圣地参观学
习，并多次举办青年员工培训班，进
行延安精神和传统文化学习教育，
增强干部员工的道德意识、理想信
念和无私奉献的思想观念，逐步凝
聚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来，自觉遵守公司的章程和制度，形
成了把“企业要我干”，变为“我自己
要干”的良好氛围，构建起了一支懂
经营、会管理、能力强、有素质的管
理干部队伍和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无私奉献的员工队伍。

在企业经营管理上，集团坚持
创新理念，重视加强团队建设，制定

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科学的管理办
法。在管理机制上，坚定企业法人的
主体地位，注重企业法人的责任和
利益，对各法人企业实行“自主经营、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把
各实体企业经营利润的一部分作为
奖金，奖励给企业的法人和干部员
工，让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干部员工
多劳多得，各得其所，做到了利益共
享，成果共享，极大地调动干部员工
的积极性，使干部职工队伍高度稳
定，向心力、凝聚力、责任心、工作热
情极为高涨，在工作中涌现出一批
批爱岗敬业、踏实肯干、勇于创新的
优秀干部和员工，有效地推动了企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以文化为旗，强化责任担当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

发展的动力，多年来，董事长张心
达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聚全员
之力打造企业文化，以文化服务经
济，创建文化特色小镇，提升员工

“以企为家”的自豪感。
在各项实际工作中，集团公司

始终把文化作为引领的旗帜，积极
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既重视企
业物质文化，关心职工生活，建设
高标准的职工餐厅、职工公寓、文
化广场等于一体的职工之家，又重
视企业精神文化，定期开展文化娱
乐、培训学习、休闲健身等活动，让
每个员工都能感受到“企业是我
家”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充
分调动广大员工勤奋、敬业、奉献
的精神。

董事长张心达作为一名老党
员，有一颗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赤
诚之心，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集团公司投资1600万元，建设
了4000多平米的磁山爱国主义教
育展览馆，以“万岁中国共产党”为
主题，打造九个展厅。展览馆免费
对外开放，对推进红色文化建设和
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和员工的爱国热情、提高民族自豪
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金河集团和磁山集团
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帮困捐资
助学，不忘回馈家乡，增加就业岗
位，安置失地农民就业。为失地农
民提供就业岗位占集团公司新进
员工总数的80%，在安置村民就业
的同时，无偿捐献300余万元支持

周边村的新农村建设。集团公司还
与周边村结成帮扶对子，出资数十
万元硬化村里街道，帮助农民销售
农果产品。在磁山开发建设中把一
些工程外包给村子里，仅此一项就
为村民增加收入一百多万元。公司
历年来累计向社会捐赠物资600余
万元。连年被烟台开发区工委、管
委授予“履行社会责任二等奖”，得
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历年来，董事长张心达先后获
得国家、省、市、区授予的“中国民
营功勋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家”

“中国老龄十大新闻人物”“山东省
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

“烟台市优秀企业家”“庆祝新中国
成立60周年影响烟台优秀民营企
业家”等荣誉60多项。

磁山温泉小镇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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