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具业标准形同虚设
部分标准低于国际标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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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家具涉嫌造假正在踢爆

国内家具行业的诸多“潜规则”，国家

标准形同虚设即是其一。而更有政府

相关部门近期调研显示，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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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办公楼内甲醛含量超标。

天津家具协会前副秘书长张

城表示，家具行业目前存在两大问

题，使用说明形同虚设、标准过低。

张 城坦言，家具行业很多标

准制订过低。张 城举例，木质家具

材料含甲醛标准就低于国际标准三

倍。国家有关部门今年上半年对全

国部分城市办公楼内环境检测结果

显示，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办公楼

!"#

以上室内环境不达标。

另外，标准形同虚设。由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消

费品使用说明第六部分：家具》中

明确规定，出售的家具必须具备使

用说明，明确说明家具适用的环境

条件，并根据家具的特点和需要，

注明结构、所用材料、性能、型式、

规格，环保指标要有明确说明，消

费者买到的家具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或与厂家承诺的不相符，使用

说明书将具有法律效力。然而，鲜

有家具经销商能够提供相关产品

使用说明书。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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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大：

永远定位于“服务者”

! ! ! !

蓝色火焰，跳跃的不仅仅是光明和

热力，也带来了便捷的生活，和广大企

业滚滚而来的财富。如今，清洁能源天

然气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民众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身为常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董事

长、常州市燃气协会会长，徐成大就是

将这团火焰带到大众身边的人。从
%"

多

年前点燃管道液化气的星星之火，到如

今将天然气管道铺进了武进城乡各地，

徐成大始终将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

角色。“要让百万武进人民、千家武进企

业都用上天然气。对民用户，哪怕只有

%"

几户人家的自然村，只要百姓有需

要，新奥都会把管道铺进村；对工业用

户，武进有多少家企业准备上市，新奥

就要确保给他们都供上天然气。”

记者! 新奥燃气几乎是在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而武进区

面积大" 人口多# 更有着广阔的农村腹

地# 这对发展管道天然气显然带来了诸

多成本上的压力! 壮大自身和做好服务

之间#您觉得冲突吗$

徐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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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在“挂块牌子、

领个本子、租间房子、三张桌子、三十只瓶

子、没有票子”的困境下艰难起步，其后经

历了轻油制气、管道液化气、天然气的“三

次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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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凉气化站开始试供气，

首批用户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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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发展到现在，我们

已经有了
%'

万民用户，到今年年底将要突

破
%&

万；高中低压管线
%)""

公里，年底将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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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如果没有提升服务作保

障，如果没有积极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样

的巨变是当年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不考虑运

营成本，但是我们绝不在对外服务上

缩水，宁愿向内部管理要效益。没有客

户的满意，再好的成本管理都是无意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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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武进成为全国第一个享

用“西气东输”天然气的区，但是两年之

后，国家“西气东输”克拉
$

气田发生不可

抗力事故，供气量锐减，对下游地区采取

限供措施。我们千方百计组织应急气源，

甚至提出：哪怕买
%"

元一方高价气，也要

不计成本保障供应。很快，从新疆等地组

织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用槽罐车

经七天七夜行程、
'"""

余里路途运回公

司，解决了全区供气缺口，未因“气荒”而

停供一家用户。

去年
)

月起，我们天然气的采购价

格每立方米上涨了
"+*)

元，但是对于民

用户，这
%

年多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涨价。

现在在民用气方面，我们每年要亏损几

百万。武进区地界大、镇村多，有些小的

自然村离行政村有
%"

公里距离，管道铺

设成本非常高，可是我们照样会把天然

气送到这些村民家中。在公共服务行

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孰轻孰重？我

们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责任永远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记者!武进民营经济发达#你们提出

%千家企业用上天然气&# 能否满足武进

企业的需要$

徐成大! 全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也是新奥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测算，

工业企业使用天然气作能源，其成本

要比液化气节省一半，比煤炭等能源

更为清洁环保，这对于企业的节能降

耗无疑有着重大意义。这几年武进企

业的上市步伐明显加快，而上市前的

环保审核又是一票否决制，因此新奥

提出，绝不给武进的企业上市拖后腿，

有多少家武进企业上市，就要让这些

企业用上新奥的天然气。

上市不久的长海玻纤就是在我们

的帮助下顺利通过环保审核的。按照

企业的生产需要，必须
$,

小时连续供

气，不能有
%

分钟停供，否则就会造成

重大损失。在企业的要求下，我们加班

加点为他们铺设了两条高压线、一条

中压线，并建了专门回路。现在企业每

年用天然气
%"""

万方，节能降耗效益

也非常明显。

记者!天然气服务涉及到千家万户#供

气和安全的压力也不容有丝毫松懈# 对于

优化服务新奥有哪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

徐成大!管道供气
%,

年，我们从没

因为自身原因停供
%

分钟，这是让我比

较自豪的事情。我们一直提倡“保姆式

服务”，对工业
-./

客户，我们会定期上

门维护、检修，并听取意见；对于民用

户，我们
*)'

天都实行
$,

小时值班制度，

值班人员和维修人员、技术人员随时待

命。有时客户打进保修电话后经我们判

断，只是电池打不着火，但只要客户坚

持，我们也会上门服务，因为这些服务

都有着对社会的公开承诺。

武进区域面积大，为了提高服务效

率，我们在湟里、雪堰、经发区、大学城、

横山、中凉和湖塘设立了
&

个专门的办事

处，兼顾到了在东南西北中各个方向的

用户群，方便服务人员第一时间上门。每

年一次的入户检查，用气安全知识进小

区、进楼栋、进手机，在我们都是常规工

作，为的就是实现我们“保供、保安、环

保、惠民”的服务承诺。

本报记者 朱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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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科研路
———记华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旭

! ! ! !

提起陈旭，在华润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偌大的厂区，几乎无人不知。在这

家央企华润集团的下属公司，年仅
*%

周岁的陈旭已成为技术带头人；而更

令人称奇的是，去年，这位“
("

后”科研

人员主持参与的项目荣获了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攻克了国内同行
*"

多年

都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

他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这个问题，陈旭的经验是，如

今的科研课题技术涉及面广、专业化

程度高，作为科研带头人，过硬的技术

功底固然重要，但同时必须具备管理

和协调能力，让有限的人力、财力资

源，实现功效最大化，加快研发进度以

及科研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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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江苏石油化工学院高分

子材料专业毕业后，陈旭就来到了华润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从此一头扎进了聚

酯生产、研发之中。

虽是初出茅庐，但善动脑子、勤于

钻研的陈旭很快脱颖而出。当时还是

一线操作工的陈旭，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结晶器经常粘结，影响产量。有心

人陈旭一边翻阅大量资料，一边向老

师傅请教，根据国外同行经验，结合企

业实际，提出了解决方案，得到了领导

的认可。仅用
%(

个月，他就从普通员工

晋升为值班班长，主管全厂工艺生产

流程。

$"",

年，受公司委派，时年
$,

岁的陈

旭投入到“健康环保型瓶级聚酯应用

技术”的科研攻关，并担任项目组长。

“当时研发小组不到
%"

个人，而真正意

义上的科研人员不到一半，其余都是

别的部门临时抽调来协助的。凭这点

实力，攻克国内同行
*"

年都解决不了

的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善于借

外力的陈旭来到了上海图书馆，凭着

极高的外语水平和极强的学习能力，

陈旭和他的团队翻阅了国外相关研究

的专利、文献上千篇，反复琢磨研究别

人的创新规律，确定了研发方向，并制

订了实验计划。

经过反复实验，陈旭的钛系催化

剂聚酯切片技术在实验室获得了成

功。“可一进入生产环节，各种问题接

踵而至。”陈旭说：“不能应用于生产，

实验室里再成功也没有意义。”经过排

查他们发现，失败的根源在于实际生

产环境与实验室环境迥异，实验室里

得出的参数、结论，未必适用于生产，

“这也正是国内同行
*"

年来一直无法

实现量产的根源。”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过，重头再来

的陈旭，决定换一种研发方式。

根据之前积累的经验，陈旭发

现，钛催化剂的活性对聚酯合成至关

重要，他决定采用分子设计技术，适

当降低有机钛化合物分子活性，提高

其在催化反应过程中的选择性和稳

定性。由于这是项新技术，对仪器设

备、操作人员提出了极高要求，“单靠

公司的技术力量，要实现突破，费时

费力。”于是，陈旭将这项工作“外包”

给了科研院所，利用其先进的分析仪

器和专家资源，大大缩短了催化剂的

研发过程。

另一方面，陈旭吸取了之前科研与

生产脱节的教训，在采购、生产部门的组

员帮助下，项目组仿制出了一套小型的

生产线，模拟出了整个工艺流程，通过使

用该装置，使试验对工业化生产更具参

考价值。

经过小试聚合实验
')"

次，小试固

相增粘实验
$%$

次，注塑、吹瓶实验
%(&

次，以及对实验配方、实验工艺、催化剂

结构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后，
$""!

年
)

月，

钛系催化剂聚酯切片技术终于实现了

工业化，使用该技术生产的瓶级聚酯切

片实现了无毒、无害、环保，填补了国内

空白，康师傅等国内多个一线饮料品牌

已开始使用该产品。

如今，作为公司技术带头人，陈旭

还时常走出实验室，与公司营销人员

一起跑客户，有时在客户单位一呆就

是半个月。“一方面指导客户正确使用

我们的新产品，更重要的是获取第一

手的生产数据和客户需求，为技改提

供参考，为科研提供方向。”陈旭说，随

着人们对营养、健康的不断重视，不单

是饮料瓶，食用油、饮用水的塑料瓶等

都将采用更环保、安全的材料，今后他

将继续带领科研团队，向着这些难度

更大的项目，不断拼搏攀登。

本报记者 孙人杰

低端制造业订单加速外流
! ! ! !

上半年，中国外贸制造业企业

面临着低端“被蚕食”、高端“上不

去”的尴尬局面，尤其是低端加工制

造业订单正在加速向外流失。

做滑雪服内胆及塑料制品的某

包装制品企业总经理范广新表示：

“我们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做这

行的工人越来越少，接单量也逐渐

减少，很多欧美订单都转移到越南、

巴基斯坦、印度等其他国家去了。”

从事箱包、服装加工出口贸易的刘

鹏也说：“预计将来服装、箱包类这

种低端加工产品将加快向东南亚、

非洲转移的步伐。”

刘鹏举例说：“比如孟加拉国，人

工成本只有
)""

元至
&""

元人民币一

个月，中国至少需要
$"""

元。”还有一

些加工企业表示，现在出来打工的都

是“
('

后”、“
!"

后”，这些年轻人宁愿去

大城市端盘子也不愿在厂里干活。去年一

个熟练工人的成本大概是每月
$'""

元，

今年已经增至
*'""

元，还很难招到人。

议价能力下降，订单利润下滑令

不少外贸企业转做内销。但品牌和渠

道，无疑是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

的两大拦路虎。桑彤 何心荣 贾远琨

生物医药“十二五”月底出台
! ! ! !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医药行业

翘首以盼的《生物医药十二五规划》

将于本月底出台，目前仍在等候审

批的过程中。”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

会会长于明德日前表示。

据透露，根据规划，到
$"%'

年，我

国药品销售规模的年均增长率将达

$*#

左右，医药工业的总产值有望实

现
*+)

万亿元至
*+&

万亿元的规模。而

$"%%

年全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将

在
%+$'

万亿元左右。“在目前的政策趋

势下，未来药品生产率的增幅将大大

超过药品利润率。”于明德表示。

于明德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医

药产业将出现四个重要变化。第一，

产业原创能力明显提高。到“十二五”

末，争取
$'

个左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世界级一类新药。第二，中国的药

品制剂会较多销售到欧美市场。截至

目前，有
*%

家制药生产企业已经率先

取得了
012

欧盟和日本的制剂认证，

未来五年的目标是
%""

家左右。第三，

质量保障体系水平空前提高。
$"%'

年全部将近
'"""

家药品生产企业将

全部实现新
34/

的要求。第四，现代

医药生产企业实现转型。 宦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