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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整治带来新机遇

部分商会会员企业以环保新技术新产品获得市场竞争新优势
办公楼、仓库、生产车间三者之间相隔上百米，进入仓库或生产车间前
必须关闭手机并交保安暂时保管……9 月 4 日下午，记者在位于东升镇的中
山市百事得化工有限公司采访时，经过重重“关卡”才能进入该企业的重点
区域。在仓库门口，两名工人正在把几十桶蓝色桶装漆装上小货车，中山市
福建商会常务副会长、该企业老板廖智南告诉记者：
“客户催得急，早上发外
地，下午发本地，仅东升本地几家大型木门企业每天就要几百桶水性漆。”
从 2017 年开始的全国环保整治行动对于企业到底是“灾难”还是机遇？
记者最近走访中山市福建商会、阜沙镇商会的多家会员企业发现，其实环保
整治行动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凭着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率先过关的
企业，
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优势，
企业市场前景都比同行更好。

百事得化工：抢先研发环
保水性漆获得先机
廖智南是福建龙岩人，上世纪
90 年代在当地国营化工企业工作，
1995 年下海从事油漆涂料代理生
意，十年赚得人生第一桶金；2005
年来到广东顺德创办百事得化工，
从事家具涂料的研发生产。2007 年
随着中山家具业的快速发展，廖智
南计划把工厂迁来中山，当他看到
东升镇缓缓流淌着的拱北河边有一
家企业要转让，
立马决定在此设厂。
廖智南凭着研发生产技术实力
和环保生产工艺流程，实现大部分
废水内部处理并循环使用，小部分
无法处理的废水则送相关专业厂处
理，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
外排，很快拿到各种行业准入资质，
中山市百事得化工有限公司顺利投
产，主要研发生产家具涂料、内外墙
涂料、工业涂料，成为年产值过亿元
的国内行业后起之秀，2017 年 12 月
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为规
范企业出口，
防范出口企业外贸合同
风险，
保障企业出口收汇安全，8 月
30日，
由横栏镇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
局和中山市灯饰照明协会主办的
“灯
饰照明行业平台承保”
宣讲会在横栏
镇商会会议室召开。
此次活动共吸引

增强企业“走出去”信心

了30多家会员企业代表参加。
当天的会议首先邀请来自中
山市广信贸易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林发城对货物进出口业务、船务
订舱和进出口报关等外贸业务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随后，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山营

本版协办

陕西商会
救助会员企业事故伤员
共募集善款 98419 元，另帮助伤员家属网上众
筹成功获捐 48.5 万元

他对此次全国环保整治行动感
触很深：
如果不整治那些污染企业，
那么按环保标准生产的正规企业就
失去成本竞争优势，就会逼迫更多
百事得化工的研发人员正在研发水性漆新产品。
正规企业变成污染企业。
因此，他早
就意识到环保生产、生产环保产品
厂区车间通道干净整洁，生产车间
别生产工位进行局部密闭，采用抽
是制造业发展的大方向，从 2016 年
现场基本无任何化学气味、看不到
风系统把废气引至“布袋除尘器+
开始重点投入研发生产环保水性漆
任何化工粉尘。原因是该企业投入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系统进行净
涂料，在此次环保整治行动中抢抓
大量环保设施，仅“布袋除尘器”+
化处理，从而确保整个企业实现达
到许多市场新机遇。
他坦言，虽然他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等环保设备
标排放。
的技术优势在油性漆方面，但能够
的投入就超 80 万元。
艾书毅坦言，国家环保整治行
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迅速调整经营决
阜和实业生产厂长艾书毅告诉
动是对企业的一次大洗牌，那些经
策，目前他对企业发展前景仍保持
记者，该企业起初生产玻璃胶和免
营管理不规范、存在严重环保问题
乐观。
垫片胶，2014 年新增气雾剂生产项
的企业势必遭到淘汰，同时，优秀企
目，至今有两条全自动气雾剂灌装
业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阜和实业
阜和实业：凭环保生产新 生产线和一条手动灌装生产线，主 凭环保生产新技术获得市场竞争
技术获得竞争力
要生产万能泡沫清洗剂和水性清洗
力，已连续几年实现快速增长，今年
其实，在全国环保整治行动中
剂等 14 种精细化工产品。该企业所
虽然市场需求形势比往年低迷，但
获得市场新机遇的企业并不少，比
有生产环节均不产生废水，只有少
阜和实业的生产订单至少与去年持
如阜沙精细化工基地的一些企业都
量 粉 尘 与 VOC。根 据 环 评 报 告 要
平。”
不同程度地受益。
求，生产设备投入使用前，所有环保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标
记者走进阜沙镇商会会员单
设备都需投入使用，生产线产生粉
通讯员 何奕萩
位、广东阜和实业有限公司看到，该
尘、VOC 工位需纳入环保设备，个

市灯饰照明协会举办宣
讲会防范外贸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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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客户经理叶林萍还向与会人
员介绍了专门为灯饰企业出台的
政策性信用保险产品“灯饰行业平
台承保方案”，鼓励企业利用政策
性金融工具了解买家的信用，保障
企业出口收汇安全。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灯

饰照明行业平台承保”宣讲会旨在
提高出口企业对外贸风险的认识，
增强企业对买家信用情况的识别，
加强出口企业风险管控能力，支持
企业海外接单能力，增强企业“走
出去”的信心，实现出口业务增长，
促进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黄标 通讯员
成飞）8 月 25 日，中山市陕西商会
会员企业、中山市老秦人餐饮三
乡店发生煤气爆炸事故，造成该
企业三名员工受伤。该事故牵动
着商会各位会员的心，商会会长
王春雷率领会员发起救助行动。9
月 5 日下午，该商会在城区向受
伤员工家属转交了由商会发起募
集的善款 98419 元。该商会还协
助伤员家属在网上众筹平台发起
社会筹款，成功为重伤者员工筹
款 48.5 万元救治费并直接汇入医
院账户。
经了解，
“ 老秦人餐饮”受伤
的三名员工中，22 岁陕西籍员工
黄朝山烧伤面积达 95%以上，属
于一级伤残，目前仍在医院 ICU
重症室抢救，估计抢救费用超过
100 万元，老秦人连锁餐饮创始人
谈国旗为抢救员工变卖车辆，已
垫付救治等费用逾 35 万元，还需
要多方筹借费用。而黄朝山为家
中独子、父母年迈家境清贫，因丧

失个人自理能力产生的后期费用
难以预估，后期的生活难以想象。
为此，该商会专门召开专项
救助紧急会议，安排人员迅速展
开相关救助工作，敦促燃气公司
立即先行垫付费用抢救受伤员
工；启动保险赔付快速通道，安排
专人协助处理保险公司理赔事
项；商会先行支出一批公益救助
金，重伤者 5000 元，轻伤者 2 位共
6000 元；协助受伤人员家属开通
“水滴筹”等公益募捐平台发起筹
款救助；该商会于 8 月 28 日启动
会员募捐活动。
据统计，中山市陕西商会全
体会员共募捐 84986 元，另有“行
动教育”中山校友会、广东陕西扶
风老乡会等响应该商会倡议筹得
善 款 13433 元 ，以 上 总 计 98419
元；再加上伤员家属在网上众筹
平台获救治款 48.5 万元，相关保
险公司赔付 20 万元、燃气公司支
付医疗费 16 万元，三名伤员总共
获得 95 万元医疗救治费。

大涌镇工商联（商会）

爱心企业家捐资助学
本报讯 记者昨天了解到，大
涌镇工商联（商会）今年 8 月下旬
启动的“逐梦成长•爱心助学”结
对帮扶活动，日前圆满完成。今年
是大涌镇工商联（商会）结对帮扶
助学的第 5 年，该活动得到热心
企业家的大力支持，镇工商联（商
会）秘书处通过对困难家庭的走
访了解，最终确定资助 8 名大学
生，共发放助学金 4 万元，分别由
8 个企业家进行一对一资助，每位
受助学生 5000 元。
据了解，今年捐资助学活动
的方式与往年有所不同，由镇工

商联（商会）秘书处陪同拟受助学
生到企业参观交谈，让企业家在
交谈过程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
况，并勉励贫困学子以优异的成
绩、良好的品格、过硬的素质回报
社会，回报关爱自己的家人，努力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参与助学活动的企业家表
示 ，企 业 作 为 重 要 的 社 会 组 成
部 分 ，是 发 展 慈 善 事 业 的 重 要
力量，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体现
企业和企业家的一种境界和责
任。
（黄标 吴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