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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甬兴：

依东海甬江之畔
扬绿色化工风帆

文 徐展新 罗远斌 图 罗远斌

1996年，古城镇海迎来新“住客”，享誉全球的韩国LG集团在东海之滨撒下种子，由韩国LG化
学 （株式会社） 与市国资委下属的宁波开发投资集团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LG甬兴 （宁波乐金甬兴化
工有限公司） 揭开面纱。

20余载风雨兼程，LG甬兴坚守着这片土地，实现了年销售额 5000万元至 100亿元的大跨越，一
艘源自大洋彼岸、却在甬城成型壮大的化工业“航母”已然迎风起航。

对普通市民而言，LG 甬兴似乎是陌生的。它的主营产品是 ABS 树脂——一种被广泛用于电视
机、空调、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电外壳制作的材料，目前的年产能已突破 75万吨。美的、格力、奥克
斯、海尔等家电品牌为人熟知，它们背后的全国最大ABS供应商的名字却稍显陌生。

然而，LG甬兴又是热情的、亲切的。这家拥有“异国血统”的化工企业长期致力于本地公益事
业，在生产安全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设备运行及社会责任实践活动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冷冰冰的工
厂和机器背后，企业文化温暖人心，正将国家、民族、文化间的壁垒消弭于无形。

安全，是任何企业、个人均不
能逾越的红线。对化工企业而言，
一次安全事故，既威胁了员工的生
命、破坏了生产设备，还会辐射周
边区域，产生难以弥补的负面影
响。对于恪守“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准则的 LG 甬兴而
言，一套完备的安全管理系统和上
行下效的安全理念，是企业长远发
展的根本要素。

2005 年，LG 甬兴通过 OH-
SAS18001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2009 年，LG 甬兴的厂区达到
危险化学品建设单位二级安全标准
化建设标准；自 2007 年至今，企

业累计投入安全生产费用 3 亿多
元，将安全事故的爆发率压至最低
点。

集实时监测、风险预测、事故
处理、安全管理于一体，对公司整
体安全状况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
真正实现安全管理标准化、信息
化、智能化……投资 2200 万元开
发的“综合防灾系统”成为了企业
坚守安全红线的“标杆项目”，于
6年前获得国家工信部肯定，荣获
国家级“两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
重点项目承担单位称号。如今，企
业的重大事故风险监控能力等级大
幅提升，绝大部分安全隐患被扼杀

在萌芽期。
硬件设备已然齐备，构建科学

评价体系、开展理论宣传工作也迫
在眉睫。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
一套横跨 9 个维度、划分 3 个等
级、覆盖企业所有部门的安全先行
指数“五色评价体系”闪亮登场，
为化工企业量化预测安全风险提供
范例。据悉，该评价体系从组织体
系、作业风险分析、操作规程、领
导支援、安全教育培训、作业许
可、日常检查、事故管理及隐患整
改等九个领域出发，对公司各部门
分三级进行考核评价，以分数和对
应颜色精确展现各部门的安全风

险，提醒隐患较大的部门保持警
惕、及时排查。

与此同时，各类以“安全”为
主题的活动频繁开展，时刻提醒每
位员工坚守安全红线。在这里，员
工需要参与 BSO （即“行为安全
观察”），接受企业的严格监督；
在 这 里 ， 员 工 可 以 通 过 “Safety
Reminder”（即“铭记安全”） 深
彻了解历史上的重大安全事故，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里，应急
技能比武、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有
奖问答、安全摄影等活动层出不
穷，以奖品激发参与热情，通过娱
乐休闲感知安全之重。

3亿元资金保障，9维度阶梯考核 坚守第一道安全红线

高产量往往与高耗能并行。作
为 ABS 树脂生产的领军企业，LG
甬兴也面临着国家管理愈加严格、
能源开支愈加庞大带来的双重压
力。如何在保证正常生产的前提下
完成国家节能指标、挖掘能源节约
背后蕴藏的庞大“金矿”？LG甬兴
顺应节能减排大趋势制定了“LG
绿色 2020”计划，从技术、管理
两个领域寻求突破，尝试实现企业
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共生共荣。

经过反复考量和精密筹划，一
支能源特别行动小组在 LG 甬兴内
部成立。日本节能咨询公司的专家

提供智力支持，先进的能源 LOSS
分析理念作为理论支撑，一批能源
节俭课题迅速推进。最终，这支行
动小组依据已经发现的损失点发掘
了 206件可改善课题，经过系统分
析形成76件可实行课题。

课题研究并非一帆风顺：设备
改造很容易影响品质，特殊设备受
制于生产现场的环境，还有部分设
备因技术壁垒无法进行调整。课题
研究期间，LG 甬兴频频邀请总部
的化工专家提供建议，联合节能公
司寻找合适方案，逐渐找到了生产
和节能的平衡点。据统计，自能源

特别行动小组成立至今，企业的产
能持续增长，能源单耗却下降了
13.8%，预计年节能效益达 3400 万
元，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12500 辆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相当。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节能
减排需要宏观规划，更需要每一位
员工的执行力。为此，LG 甬兴着
手 建 立 EnMS 能 源 管 理 体 系 和
EnMS 体系建设小组，特聘外部专
家进行系统培训，指导体系建立并
通过权威认证。

经过梳理，能源管理组织机构

的框架和发展思路愈发清晰。LG
甬兴确立了以生产为主的 7个重点
用能部门、7 个分重点用能部门、
1 个综合管理部门和 5 个协助管理
部门。随后，能源管理的血液逐渐
流入企业的各道“经脉”，各部门
均配备能源管理员，电气、仪表等
部门还配备了能源计量员，依据部
门、车间的独特属性针对性开展培
训。最终，所有的数据汇流至企业
上层，一座企业内部节能减排的

“生态系统”就此形成，驱动 LG
甬兴顺利抵御高耗能企业面临的狂
风巨浪。

技术、管理“两头发力” 节能减排挖掘脚下“金矿”

每家化工企业的成长之路，都
与环境污染的三头“拦路虎”密切
相关，LG 甬兴亦然。废水、废
弃、废固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企业，
不仅涉及大笔开支，还对企业的社
会形象造成了威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玉
良言在前，LG 甬兴始终如一地践
行着保护环境、回馈社会的经营理
念，累计投入 2.4 亿元用于“打
虎”，不仅收获丰厚成果，还积累
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

走入 LG 甬兴的工厂车间，9
台体型硕大的废气处理装置格外引
人注目。自 2000 年开始，LG 甬兴

就着手引入世界上最先进的废气处
理装置 RTO （蓄热式氧化装置），
经 过 20 余 年 的 积 累 ， 已 有 9 套
RTO 在厂区内投入使用，处理能
力达到每小时 40 万立方米，无组
织废气排放收集点增加至 500 多
个，大幅改善了现场作业环境，化
工场区蓝天白云的愿景逐渐转化为
现实。

排污除废的行动远不止于此。
作为一家合成树脂制造企业，LG
甬兴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大量的工
业废水，为此，企业引进世界先进
废水处理工艺“A2O4 工艺”，搭
建 3 套高效运转的污水处理系统，

日处理水量达 5000 立方米；废固
也得到了妥善的分类管理，斥资近
600 万元新建的危废仓库采用精细
化布局，拥有更宽广的储存空间，
实现了危废管理的升级换代。

丛林中“虎啸”依旧不绝，但
“打虎能力”不断进化，“绿水青
山”已遥遥在望。近年来，国际先
进的泄露检测与修复 （LDAR） 技
术首度入甬，无组织气体的收集处
置工作取得跨越式进展；为应对
2017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更高废水排
放标准，公司投资 1700 多万元建
设第四套污水处理设施，与危废处
置单位宁波大地环保处置有限公司

联合引进的一体化设备已顺利运
作，具备精确监测、快速报警等功
能的废水、废气在线监测系统也已
架构完成，搭起一道覆盖各个生产
环节、严密遮蔽“三废”的防御网
络。

企业的不懈努力得到了丰厚的
回报。2002年至 2015年，LG 甬兴
完成了年产量 30 万吨到 75 万吨的
大跨越，产能高速增长的同时，

“三废”排放量却不增反降。2016
年，LG 甬兴更是收获“绿色企
业”称号，它将继续高扬“绿色化
工”风帆，寻觅新时代化工企业的

“黄金海岸”。

清除“拦路虎”，追逐“环保梦” 创化工区一片“绿水青山”

谨守安全谨守安全““红线红线””，，深掘节能深掘节能““金矿金矿””，，高擎绿色高擎绿色““风帆风帆””，，谱写公益谱写公益““赞歌赞歌””…………LGLG甬兴已甬兴已
深深扎根于历史悠久深深扎根于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宁波大地环境优美的宁波大地，，它依托着东海之滨它依托着东海之滨、、甬江之畔的丰沛资源和庞大市甬江之畔的丰沛资源和庞大市
场场，，恪守优秀企业应有的原则和底线恪守优秀企业应有的原则和底线，，塑造了一座绿色化工企业的雄伟标杆塑造了一座绿色化工企业的雄伟标杆。。

如今如今，，源自源自LGLG甬兴工厂的甬兴工厂的ABSABS树脂材料正源源不断地输入各大家电品牌的生产线树脂材料正源源不断地输入各大家电品牌的生产线，，为千家为千家
万户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万户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LGLG甬兴在节能甬兴在节能、、环保环保、、公益事业中作出的贡献也深切地影响着周边的公益事业中作出的贡献也深切地影响着周边的
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用实际行动实现着用实际行动实现着““I LoveI Love宁波宁波，，LGLG甬兴在您身边甬兴在您身边””的企业座右铭的企业座右铭。。

LG甬兴的发展脉络里，流淌
着责任与公益的血液。2003 年，
以“非典”为契机，LG甬兴成立
了 员 工 自 己 的 爱 心 基 地 ：“I
Love 宁波”。经过多年的发展，
该基地从一支捐款捐物抗击非典
的爱心基金，发展到今天与公司
联手从梦想、爱心和绿色三个维
度出发、员工志愿服务和公益捐
赠并举的“金字”招牌。“I Love
宁波”在 LG 甬兴的呵护下一路
茁壮成长，14 年来，LG 甬兴在
公益事业投入超过 2000万元，每
年向周边社区提供 600 余人次、
2000小时的志愿者活动。

梦想。孕育希望的校园里，
LG 甬兴扮演着“圆梦者”的角
色。它频频伸出援手，与区红十
字会联合成立“博爱基金”，让
12 位遭遇先天性心脏病的“折翼
天使”得到救助。公司胶乳生产
部门与镇海区景和学校结对，定
期与在校学生互动，浇灌了特殊
学校内先天缺陷儿童孤独却渴望
探索的心灵。企业经营积累的财
富转化为成就梦想的“助燃剂”，
LG甬兴与区小学联合推广足球文
化，建立足球基地；LG甬兴的生
产技术部门打造的“魅力化学”
课程走进了社区幼儿园的课堂；
安全部门的安全教育培训基地也
出现在虹桥希望民工子弟学校内。

爱心。孩子们的梦想需要支
持，老人们的生活更需要守护。
LG甬兴从未忘却奉献爱心的责任

与使命，数十年如一日地陪伴老
人度过灿烂的暮年时光。自 1998
年起，企业先后与云龙福利院、
骆驼街道敬老院、金生怡养院达
成长期结对关系，19 年来，慰问
不断，礼物不绝，老人们的“夕阳
梦”逐一实现。2012 年，LG 甬兴还
为这一群体量身定制了一辆“爱情
班车，”以举办“LG 甬兴爱的纪念
——金婚老人婚纱摄影”公益行的
形式见证不因时光而褪色的爱情、
圆上老人穿上神圣婚纱的梦想。五
年来，LG 甬兴见证了 200 多对金
婚老人的爱情，也谱写了一曲回
馈社会、传递爱心的公益赞歌。

绿色。LG 甬兴的“环保梦”
融入了公益事业之中，除了绿色
生产，LG甬兴还为周边的环境保
护不遗余力。远眺农村，环境部
门已从 2011年起启动支援镇海区
新农村的工作，累计捐赠 110 余
万元用于生活污水生态化集中处
理、河道水环境整治和环境卫生
精品自然村的创建，还农村居民
一片碧水蓝天。近看社区，信报
箱老旧、晾衣区域不足、绿化屡
遭破坏等问题甚嚣尘上，为此，
LG甬兴主动出击，聚焦社区便民
工作，兼顾居民生活需求和社区
绿化保护。随着一颗颗绿色种子
埋入大地，LG甬兴的公益情怀生
根发芽、枝繁叶茂，梦想、爱
心、绿色的理念在实践和探索中
贯通、融合，敢于担责、乐于奉
献的企业形象跃然纸上。

情起甬兴，爱在宁波
公益行动传递社会责任感

LG甬兴热心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