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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国歌，她从大运河畔的扬州传
唱，在南黄海之滨激荡，散发着《茉莉花》优
美的芬芳；

这是一曲交响，她穿越风雨沧桑从历史
走来，在古老的扶海洲上演绎新时代“优”与

“嘉”的交响。
由扬农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江苏优嘉

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就是这首赞歌的演唱
者，更是齐奏“优”与“嘉”交响乐的指挥者。
她们从扬州而来，在如东扎根，用创造与拼
搏、汗水与智慧、追求与梦想，开启了一条艰
难曲折、波澜壮阔的创业之路。荣获如东县
委、县政府颁发的首届“创新企业金牛奖”、
第二届“突出贡献金牛奖”和第三届“持续突
出贡献金牛奖”。

闯荡黄海滩

沧桑扶海洲，风雨创业路。
自古以来，如东与扬州有着不可割裂的

渊源。古时的如东，是大海上浮出的一叶沙
洲，史称扶海洲。南北朝时沙洲与扬州东部
沙咀并接，成为如东第一次与陆地并接。这
次大并接使扬泰砂咀(旧称蓼角嘴)，向东延
伸了50多公里，直达今如东县长沙以东。成
陆后，如东隶属扬州府管辖。历史上受到淮
扬文化影响，如东中西部地区居民说的方
言，属于淮扬方言体系。

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 838年），日本高
僧圆仁和尚随日本遣唐使来唐求法，首站就
是从如东登陆上岸，然后沿着串场河直达扬
州。而扬州商贾也顺着串场河来如东掘港
做生意、郑板桥等扬州名流与如东文人诗酒
酬唱，所以，现在如东县城的所在地掘港，当
时因与扬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被称
为“小扬州”。

当历史的浪花奔腾到21世纪，扬州与如
东的关系，因扬农股份公司而再次被历史所
定格。

2018年 5月 18日，中共如东县委、县政
府举办的首届企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江
苏如东县海韵馆举行。江苏优嘉植物保护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吴孝举作为获奖代表上
台发言。他感慨地说，为什么选择在如东投
资兴业，就是因为这里的天很蓝，海壮阔，人
真诚，作为一家外来企业，我们感受到的是
贵宾的待遇，还有家的温馨。如东县委、县
政府开明的政策、优美的投资环境和开发区
优质的服务，让我们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当年见效的目标，去年销售已经达到
21亿元。如东是一片开放的热土，它成就了
我们的创业梦想；如东是一块值得投资的风
水宝地，它让我们创造了自身的人生价值；
如东更是一座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城市，
它让我们充满创新的活力，捧回创新型企业
金牛奖，这是鼓舞，更是鞭策，我们将植根如
东大地，不辜负县委、县政府、开发区和百万
如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坚持生态经
济，追赶超越，努力成为产业升级的先行者，
粮食丰收的保障者，食品安全的守卫者，为
如东这棵参天大树添枝加叶！

吴孝举的肺腑之言，赢得了全场阵阵掌
声。是呀，为什么选择如东，扬农人有过一
段艰难的抉择。

出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2012年，
扬农股份公司当时的领导人戚明珠董事长，
提出了启动扬农新工厂的选址工作。考察
团从南通一路向北到山东黄骅港，各地政府

都给出优惠政策，当时讨论下来倾向于选择
连云港，当地政府承诺的环境容量大，价格
也比较便宜。但当时戚明珠深思熟虑，建议
选择南通的如东，他认为南通给予的优惠政
策虽然最少，但如东的化工园区建设起点
高，对环保、安全都高度重视，要求的标准十
分严格。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扬农人最终决
定“向黄海而行”，制定了“立足如东，放眼世
界”的沿海发展战略。于 2013年 1月，在如
东投资设立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也许冥冥之中的历史渊源，扬农人以战
略视野和前瞻眼光，选择了如东，把瘦西湖的
精致与南黄海的粗犷，融入到创业的滚滚浪
潮中，在滨江临海辽阔的海涂围垦地上，奏响
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创业之路的开始曲。

创业之路，艰难而曲折。因当时外部环
境的严控，环评报批手续十分苛刻，一时难以
拿到，戚明珠就鼓励大家说：“再难也要去争
取，如果今天畏难，明天我们就会更困难！”

2014年 1月已临近春节，扬农化工总经
理、优嘉植保执行董事吴孝举对同事周景梅
说，不拿下环评我们就不回家过年。他们天
天跑市环保部门，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4年1月15日，终于拿到了项目批文。

扬农人与生俱来就有一股知难而进、攻
坚克难、敢于担责、不断冲锋、善作善成的拼
搏、开拓精神，为了把跑批文花了两年的时
间夺回来，扬农人争分夺秒。拿到批文的第
四天的19日，他们就在项目工地打下建设优
嘉植保工厂第一根桩，打完桩，31号就是大
年三十夜，节后迅速开工建设。当时已经61
岁的戚明珠董事长，与工友们同吃同住，坚
守在工地上，感染了参与项目建设的所有
人。项目建设历时仅 9个月，11月建成，项
目总共投资6个亿，第二年就实现了7.2亿的
销售额、1.9个亿的利润，优嘉植保工厂是

“当年开工、当年建成、次年见效”，创造了扬
农工厂建设的最高速度，被业内人士誉为

“扬农速度”。
在优嘉项目建设完成后，当时南通市政

府的分管领导，十分关注项目情况，同时也
有一些担忧，她曾四次不打招呼直接来到优
嘉植保工厂，考察扬农优嘉是不是实现了最
初的承诺，在多次暗访后，她给出了肯定的
评价：扬农是说到做到的企业！

这是优嘉植保首次因项目建设的优秀
而得到领导的嘉奖和肯定。优嘉植保，勇闯
黄海滩，把“优”与“嘉”做成了极致，在中国
化工行业的舞台上首次精彩亮相。

抢占国际市场话语权

开拓进取，科技创新，是优嘉植保公司
跨越发展的根本。

2020年 10月 11日，第十三届中国农药
工业协会农药创新贡献奖名单揭晓，江苏
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技术产品“氟啶胺
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工业应用”荣
获技术创新一等奖。该项目首创了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清洁技术和资源
化利用技术，实现了清洁生产工艺和综合
循环利用的有机结合，项目成果对于推动
我国农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实现
农药减施增效与农业绿色发展等具有积
极意义。

拟除虫菊酯是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一种
超高效、低毒性的新型农药，结构复杂、技术
门槛高，上世纪 90年代以前，我国市场所需

完全依赖进口。为打破国外垄断，优嘉植保
的母公司扬农股份展开科研攻关，实现了拟
除虫菊酯的国产化，拟除虫菊酯从进口的每
吨 300万元，降到每吨只有几十万元。优嘉
植保凭借“绿色高效拟除虫菊酯农药的开发
与应用”项目获得中国工业大奖。年产2600
吨，出口占比达到 60%，优嘉公司也因此成
为全球最大的拟除虫菊酯生产商，成功入选
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据公司董事长
吴孝举介绍，该项目支撑拉动了产能释放，
产品增多，提高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抢占
了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为进一步提升菊酯类产品的生产效率，
优嘉植保自投产以来，就一直推行自动化控
制。通过生产流程连续化的改造和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不仅成功解决化工单元操作控
制等技术难题，还实现对 10000个现场控制
点的实时监控，生产数据实时传输，生产过
程远程控制，实现了连续化减岗、自动化减
人，生产效率领先同行，生产成本也大幅降
低。优嘉公司一期四个产品与老厂区相比，
生产一线员工从 42人/班减为 18人/班，公
司2600吨拟除虫菊酯与老厂区相比，产能扩
大到 1.5 倍，每班操作人员从 33 人减为 28
人，减少 5人。一期麦草畏产能 5000吨装
置，每班 7 人。 2017 年建成二期麦草畏
20000吨新装置，产能扩大到 4倍，每班操作
人员仅增加 4人，劳动生产效率达到 BASF
美国装置的同等水平。绿色高效农药生产
智能车间也因此被评为南通市示范智能车
间，打造了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标杆工厂，
并入选 2017 年全国首批绿色制造示范名
单。已有4个产品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6
个产品列入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拥有发明专
利20项，申报专利32项。

作为优嘉植保的另一主打产品，麦草畏
产品已生产多年，虽然技术成熟度、自动化
程度高，产品质量远超联合国粮农组织标
准，但公司不止步于此，进一步在产品质量
上做文章，在一期年产 8000吨的基础上，二
期项目扩大到年产 25000吨规模，在同行业
中竞争优势明显，优嘉植保也一跃成为全球
最大的麦草畏供应商。

新项目拉动产能释放，新工艺保障绿色
发展。自2014年落户以来，优嘉植保通过连
续两期的项目投入，产品由原来的三大类 4
个品种，扩展到四大类 26个品种，包括除草
剂、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产调节剂。主要
生产卫生用拟除虫菊酯、避蚊胺、抗倒酯、吡
唑醚菌酯、麦草畏等产品。优势产品推动了
企业的做大做强，早在 2017年，优嘉植保的
年销售就突破了20亿元。

“优嘉植保”从建设之初就针对提高生
产工艺的清洁化、先进性，先后对4个产品的
生产工序进行技术改进，原材料利用率大为
提高，公司生产成本下降了 20%。同时，公
司还获得了19项国家发明专利，麦草畏入选
省科技成果转化产品，贲亭酸甲酯、氟啶胺
入选国家“十二五”科技攻关计划，废水处理
依托国家 863项目，大大提升了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

南通市委书记南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惠
民民，，南通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南通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庄中秋常务副主任庄中秋，，如东县委如东县委
书记沈峻峰等市县领导专题莅临现场视察书记沈峻峰等市县领导专题莅临现场视察，，
对优嘉公司项目建设速度和质量的对优嘉公司项目建设速度和质量的““优优””再再
次给予了充分肯定次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表示了对三期同时表示了对三期、、四四
期项目大力支持期项目大力支持，，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开通绿色审批通道。。

进军“绿色工厂”

优嘉植保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绿色发
展、环保优先”的大投入和新工艺。

走进优嘉植保的厂区，映入眼帘的就是
一片碧绿的草坪，道路两边的鲜花开得正
艳，往深处走，亭台水榭曲径幽通……仿佛
置身于园林之中。据公司总经理孔勇介绍，
企业投资 300多万元用于厂区绿化建设，致
力于打造“园林式绿色工厂”，每年仅绿化的
维护费就达20多万元。

优嘉植保的“绿色工厂”，不仅仅在于环
境建设上，更体现在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上。从建设之初，“绿色发展、环保优先”的
理念就始终植于心、践于行。企业坚持通过
科技创新，开发绿色先进工艺，从源头减污、
减排、降耗，不断提高生产清洁化程度。在
麦草畏项目上，通过合成工艺创新、高毒原
料替代、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等手段，开发了
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麦草畏清洁生
产关键技术，从源头控制并实现麦草畏生产
全过程的清洁化。依托此技术，麦草畏项目
作为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并
列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石油和化
工行业清洁生产、环境保护支撑技术目录。
在联苯菊酯项目上，通过对溴原子等的循环
利用，以及用无机物料替代原先恶臭性原料
等方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确保生产过程
中对气味实现有效控制，该项清洁生产技术
被列入工信部、环保部《2016年水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在末端治理上，公司加大投入，一、二期
三废处理项目总投资近 6亿元。废水治理，
引进国外技术，使产生的废水COD排放量
降至 150mg/L左右，远低于园区 500mg/L纳
管标准；废气治理，引进多台欧洲RTO焚烧
装置，把生产过程中无组织排放的废气进行
集中收集，通过焚烧炉焚烧处理，废气处理
效率达到99.8%；固废焚烧，投资1.5亿元，引
进美国工程技术，年处理量达到 1.5万吨。
通过一个个有效的措施，做到“跑冒滴漏看
不到，异常气味闻不到，异常噪音听不到”，
全力打造中国农化工业绿色发展的升级
版。目前所有生产厂房全部采用DCS自动
控制系统，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将自动进行
预警。在DCS自动控制的基础上，企业还增
加了安全仪表系统，一旦DCS控制系统出现
故障时，对它进行保障，实现双重保险。通
过自动化控制，改变了原先人工观察设备参
数的传统操作方式，不仅控制了整个生产过
程的安全稳定运行，还节省了人工。与传统
装置相比，在生产能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企业的用工数却减少了 100多人。2017年 9
月，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入选工业和
信息化部评选的“绿色工厂”名单，成为南通
地区唯一入选绿色工厂的企业。

优嘉公司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环保总
投资 5.37 亿元，占总投资额的 20%以上。
2019年环保运行费用投入约为 1.2亿元，三
废排放全年全天候达标，为公司的满负荷生
产提供保障。

在安全管理上，优嘉公司以科学至上的理
念为指导，结合扬农多年来的安全管理经验，
从2017年开始对标导入杜邦安全管理体系，
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和中化集团HSE体系，
形成优嘉特色安全管理体系，打造HSE333创
建工程，通过战略推动科技、装备赋能提升本
质安全，通过文化赋能提升HSE管理水平，打
造企业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优嘉公司自投产以来，一直保持零轻微伤以上
损工事件、安全监管零处罚的记录。优嘉公司
执行董事吴孝举多次强调要求“谁的业务谁负
责、谁的属地谁负责、谁的岗位谁负责”的安全
理念，传承扬农菊酯文化，借鉴杜邦先进经验，
用心打造根植于心、无需提醒的自觉文化。总
经理孔勇说，根植于心的安全文化是有生命有
活力的文化，虽不像技术控制措施立竿见影，
但影响更彻底、更深远、更持久。

中化集团董事长、中国化工董事长宁高
宁惊叹优嘉在三年的时间内，社会地位、产
业布局、产品定位都得到明显提升，专程来
优嘉调研考察，称赞优嘉将安全环保工作做
得深入人心。表示中化集团将全力支持优
嘉作为最大型的植保园区综合基地来发展，
使之成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创新型农化企
业。当时，正值三期项目在环评报批中，由
于“3.21”响水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全
省项目环评处于冻结状态，项目一下子卡了
壳。在董事长宁高宁的关心下，争取了省委
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的重视和支持，省
政府在调研后认为优嘉的项目，环保好、安
全实、发展快、贡献大，决定采取“绿色通
道”，对优嘉的三期项目给予了特批。这是
当年全省唯一的一个特批项目。优嘉植保
公司的“优”与“嘉”得到了更深远的诠释。

乘长风而奋起，应大势而作为。优嘉植
保公司到2020年，经历了7个酷暑寒冬，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现有员工1118人，平均年龄
31.5岁，现占地950亩。一期项目总投资6.14
亿元，于2014年2月开工，同年12月投产；二
期项目总投资19.8亿元，于2016年4月开工，
2017年中期投产；总投资近24亿元的三期项
目已经完成工程建设，正处于试生产阶段。
公司运营五年来，累计完成销售 78.86亿元，
利润 19.96亿元，上缴税收 3.47亿元。目前
正在筹划四期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23.3亿
元。项目建成后，优嘉植保在如东的项目总
投入将达到70多亿元。

黄海滩头，一曲催人奋进的交响曲已
经奏响，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正以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之势，在如东全力争当
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大环保”“大
奋进”时代，激情演绎新时代的绿色赞歌！

吴孝举：1976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现
任江苏扬农化工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作为如东基地优嘉公司的首任总经理，
吴孝举团结带领公司全体员工，艰苦创业，
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开
启了扬农股份沿海发展的新篇章。先后荣
膺“‘十二五’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环境保护
优秀经理”“扬州市劳动模范”“江苏省科技
企业家”“中化集团劳动模范”称号。

吴孝举先后当选为扬州市第七届政协
委员，如东县第十四、十五届政协委员，并于
2019年被评为如东县优秀政协委员。

孔勇：197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公司开工建设，作为副总经理，孔勇带领
员工吃住在工棚，晴天一身沙，雨天一身泥，顺利完成优嘉一期项
目的建设，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见效。2019年3月，孔勇
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全面统筹优嘉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

孔勇注重科学研究，2014年取得化工专业高级工程师资
格。早在2003年他发表的“溴氰菊酯合成”论文在“拟除虫菊酯
发展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2019年共发表绿
色环保化工技术、UV-O3活性炭工艺深度处理农药化工废水
中试研究等五篇论文。2009年被评为2006-2008年度扬州市
优秀科技工作者，2019年被中国农药协会评为“全国农药优秀
科技工作者”。由于工作出色，孔勇还获得“扬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企业简企业简介介
江苏优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成立于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2013年年11月月，，由扬农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由扬农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系中国中系中国中

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化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先正达集团中国先正达集团中国（（SGCSGC））旗下植保领域成员企业旗下植保领域成员企业。。现有员工现有员工11181118
人人，，平均年龄平均年龄 3131..55岁岁。。公司现占地公司现占地 950950亩亩，，目前分为四期建设目前分为四期建设，，主营除草剂主营除草剂、、杀虫剂杀虫剂、、杀菌杀菌
剂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四大类植物生长调节剂四大类 4747个产品个产品，，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工信部首批国家工信部首批““绿色工绿色工
厂厂””、、中化集团中化集团““五星标杆工厂五星标杆工厂””、、江苏省质量标杆企业江苏省质量标杆企业、、南通市首批南通市首批““环保信任保护企业环保信任保护企业””。。

以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的中化植保产业园总投资以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的中化植保产业园总投资 100100亿元亿元，，规划规划
占地占地20002000亩亩，，充分发挥先正达集团原有的研发能力充分发挥先正达集团原有的研发能力，，汇集全球最新研发创新成果汇集全球最新研发创新成果，，覆盖种覆盖种
子技术子技术、、农药植保农药植保、、植物营养和数据农业四大业务植物营养和数据农业四大业务。。产业园以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为核心产业园以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为核心，，
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紧密围绕布局产业前沿紧密围绕布局产业前沿、、农业绿色防控农业绿色防控、、家庭病媒生家庭病媒生
物防控以及产业配套完善等方面规划产业链物防控以及产业配套完善等方面规划产业链，，致力打造成现代农化高端制造示范平台致力打造成现代农化高端制造示范平台，，实实
现农业种植少肥减药现农业种植少肥减药，，加速我国农业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加速我国农业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对打造现代农业体系的国家队发对打造现代农业体系的国家队发
挥重要作用挥重要作用，，同时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助推我省农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助推我省农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项目已被列为南通市重大项目项目已被列为南通市重大项目、、20202020年江苏省重大项目年江苏省重大项目（（储备储备）。）。

优嘉公司秉持优嘉公司秉持““为客户为客户、、股东股东、、员工创造最大价值员工创造最大价值，，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的经营理念，，积积
极践行极践行““科学至上科学至上，，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的发展理念，，致力于高效安全绿色新农药产品的研发致力于高效安全绿色新农药产品的研发，，以保障以保障
国家粮食丰收国家粮食丰收、、促进食品安全为己任促进食品安全为己任，，努力为我国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植努力为我国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植
保方案保方案，，朝着朝着““行业领先行业领先、、受人尊重受人尊重、、科技驱动的创新型农化企业科技驱动的创新型农化企业””的成长目标不断迈进的成长目标不断迈进。。

优嘉植保

齐奏“优”与“嘉”的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