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光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军企业
和军民结合的国防特种化工骨干企
业，是我国含能材料生产研发基地
及聚氨酯产业的摇篮。经过50多年
的发展，今天的银光已成为跨地域
经营的大型化工企业集团

在军民融合中提升竞争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通讯员 谭顺兰
戈壁沙漠地带工矿企业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
“ 垃圾场上建绿洲”是企业将循环经济的概念导
入绿化工作的特色做法。
“以林养林、以副养林、以畜
养林”的模式，盘活了绿色产业链。
“解决了环保问题就是解决了企业未来发展的
问题。”程仕鹏告诉记者，企业投资 3.93 亿元建成环
境污染治理项目，每年可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硫酸
1800 余吨，氮氧化物 200 余吨，回收合格水 5 万
余吨。2016 年投入 3300 余万元解决 TDI 生
产线环保瓶颈问题。对标国家土壤、大气、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了废水厌氧池
改造项目、锅炉烟尘改造项目等 27 项环保
项 目 ，先 后 投 入 1.1 亿 元 实 施 污 染 物 治
理，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
全过程。
企业持续开展能效对标，淘汰落后
产能。2016 年，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
耗同比下降 0.7%；今年前 8 个月，万元
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1.28%。

对接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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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甘肃银光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迎来盛事——王泽山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立。自 2016 年以来，银光集团获选全国示范性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甘肃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总体攻坚战骨干企业……企业正加快改革
创新步伐，为加大创新资源引进力度阔步前行。

发动创新引擎
“银光集团要全力推动落实国家层面系统解决
含能材料行业问题的政策措施，争取在部分领域取
得实质性成果。”在谈及含能材料产品技术创新时，
银光集团总经理程仕鹏如是说。
作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银光
集团紧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需求，突破一批关键
技术，多种含能材料产品批量应用于我国国防和航
天等尖端科技领域。荣获中国航天突出贡献供应商
称号和天宫一号、神舟九号、长征二号 F 首次载人交
会对接任务物资供应商荣誉奖牌，拥有有效专利
147 项，其中发明专利 9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4 项。
企业变“相马”为“赛马”，打造“不唯学历、不唯
资历、只唯能力”的创新平台，各级技术人员主动参
与创新课题竞争，释放创造的激情活力，形成千帆竞
发的创新氛围。今年 1 至 8 月份，新产品贡献率达
37.2%，技术创新节创价值 1858 万元。
“打造数字化工厂”是银光集团的梦想，这个梦

想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8 月 30 日，银光集团含能
材料数字化车间通用模型综合标准化与试验验证项
目正式启动，标志着企业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项目获财政部专项资金支
持。以“立足创新、深化应用”为切入点，完成生产线
1.4 万点数据的实时采集，实现了管理层面和车间层
面生产相关数据的应用。依托工业技术、管理技术、
信息化技术融合，在建立生产管控一体化平台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兵器工业集团首批 4 家完成“两
化融合”贯标的企业之一、甘肃省首家“两化融合”贯
标企业。2016 年，获甘肃省工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加快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银光集团开发间苯二亚甲基二异氰
酸酯（简称 M-XDI）等高价值的异氰酸酯产品，建设
以 M-XDI 为核心的百吨级光气化柔性线，为光气
化产品多元化研发提供中试平台。
“把企业建设成为
西北最大的光气化产业产研基地。”程仕鹏说。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按照国家“保军转民，寓军
于民”的产业调整方针，银光集团从国外引进技术建
设 甲 苯 二 异 氰 酸 酯（简 称 TDI）生 产 线 ，填 补 国 内
TDI 产 业 空 白 ，通 过 改 扩 建 ，产 量 达 到 每 年 10 万
吨。先后建成 18 万吨 DNT、10 万吨氯碱、12 万吨
PVC 等生产线，与 TDI 生产线形成较为完善的循环

经济产业链，拉动周边企业实现产值百亿元，实现由
单一军品向“以军为本、以民为主”的军民融合发展
格局的转型升级。
企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立足军工技术优势，大
力发展民品产业，拥有硝化、光化、氢化等特种化工
核心技术和 TDI 自主知识产权，能够生产 160 余种
含能产品，其中 60 余个品种为国内独有，是我国产
能最大的含能材料生产、科研企业。
企业全面构建以含能材料产业为主、光气化和
精细化工产业为翼的“一主两翼”产业框架，围绕“打
造含能材料国内领军企业、国际知名企业，建设创新
能力强、制造水平高的含能材料研发生产基地”的目
标，对现有生产线开展改造，实现产能提升、技术升
级；新建自动化生产线，进一步适应国防装备需求，
推动“十二五”以来研发的含能材料产品的应用及工
程化放大，加大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建设绿色工厂
“生态园林化工厂”是银光集团一个响亮的品
牌，也是一张银光员工为之骄傲的名片。经过 60 余
年播绿、护绿，昔日的戈壁荒漠，如今绿化覆盖面积
7872 亩，绿化覆盖率达 40.3%，2016 年荣获“全国绿
化模范单位”称号。
近 10 年来，银光集团每年投资 850 余万元用于
绿化工作，在推动生产经营发展的同时，探索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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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银光集团聚银公司科研所研究二室主任马瑞进：

把青春年华奉献给兵工科研

工人”、银光集团“十佳青年岗位能
手”“ 最美银光人”“ 劳动模范”“ 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也收获了沉
甸甸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2008年，我进入银光集团聚银公
司科研所从事光气化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工作，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独
当一面的技术能手，我实现了人生角
色的转换。参加工作以来，企业十分
注重我们大学生的成长，为我们制定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作 了一整套职业规划方案，并指定经验
为奋战在兵工科研一线的一名普通 丰富的老技师、老工人作为我们的师
党员，我期待党的十九大能为企业的 傅。10年间，我完成了多项光气化新
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在过去的 10 产品、新技术开发项目，先后开发出
年里，我为推动企业的发展贡献着自 年产 2万吨 PC（聚碳酸酯）工艺软件
己的力量，同时实现了个人的成长， 包，年产3000吨HDI（六亚甲基二异氰
先后获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最美兵 酸酯）工艺软件包，成功打破了国外

企业的技术垄断。聚碳酸酯中试线
也成功生产出通用级聚碳酸酯产品，
产品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技术
水平。2016年我组织开展特种聚碳
酸酯产品技术研发工作，并接触到硅
氧烷聚碳酸酯的市场、技术等信息，
硅氧烷聚碳酸酯在军工领域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军事装备，特别是单兵装置中占有很
大份额，有很大发展潜力。
机会和挑战摆在面前，在我和同
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克服了研发周
期短、研究资料匮乏、小试条件简陋
等诸多困难，成功开发出硅氧烷聚碳
酸酯生产技术，突破了百克级、公斤
级合成技术难题，并将研究成果及时
应用到年产 500吨中试装置上，生产

出质量合格的硅氧烷聚碳酸酯产品，
使银光集团成为国内第一家拥有硅
氧烷聚碳酸酯生产技术的企业，为推
动企业以TDI（甲苯二异氰酸酯）为龙
头独具特色的军民融合产业链良性
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良好
基础。
科研工作永远在路上。利用光
气资源大力开展光气化下游产品研
发工作任重而道远。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我相信拥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精神，才
能成就企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梦
想。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助力
企业发展的同时，超越自我，不负
人生好年华。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整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陈树森是常驻企业
的科技顾问。作为含能材料领域的知名专
家，他带领创新团队开展的某产品先进制造工
艺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
部分成果已应用于生产
线，在此项目研究基础上，企业建成了某备份生
产线。
像陈树森这样的科技顾问，企业先后聘请了 10
位。企业采取校企联合培养的方式，形成关联度紧
密的研发集群和高能钝感单质含能产品合成工艺、
混合含能产品配方等创新团队，集纳百余名外部教
授专家与企业合作，建设一批重大科技预研项目，不
仅推动了我国含能材料研究进程，还为企业长足发
展提供了人才与技术支撑，获选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企业在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的同时，
为企业培养工程硕士 100 余人；与北京理工大学共
同建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有 3 名博士后顺利
出站。
企业积极打造科研战略联盟，紧跟国防需求，充
分发挥联合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用，努力使
其成为助推创新创效的“孵化器”。与北京理工大
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北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石家庄
陆军机械学院先后建立联合实验室，利用科研院所
的智力优势和前沿信息资源，开展合作研发部级重
点科研项目，建立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利用
率高的“三高”科研发展模式。近年来，与高校、院所
合作，开展科研项目 150 余项。
银光集团加快创新合作机制，吸引相关企业在
周边建设原材料生产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延伸。
以现有年产 150 吨硅氧烷 PC 为切入点，择机建设硅
氧烷 PC 装置，并进行生产装置柔性调整，实现多品
种特种 PC 的生产能力。

图① 银光集团含能公司101产品生产线。
图② 不断发展壮大的银光集团TDI生产线。
图③ 银光集团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王 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