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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环境看河南

备受关注的“2011年河南省与中
央企业合作重点项目推介签约启动
仪式”6 月 3 日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本报记者就这一活动专访了河
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总经理陈祥恩。

加强与央企合作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引擎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加强央企
合作对河南企业发展壮大有何重要
意义？

陈祥恩：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
的今天，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对
外开放。这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规
律所决定的。河南的企业通过坚持开
放带动战略，加强与世界企业 500强
和大型央企的合作联姻，嫁接先进技
术、对标管理经验、引进高端人才，按
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把资源
整合、兼并重组、合资合作、优势互补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紧紧抓住
精深高效、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三个
关键环节，打造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就能够不
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做大做
强，提高核心竞争力。
《中国企业报》：河南煤化集团现

在的发展态势如何？
陈祥恩：河南煤化目前企业整体

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集团资产收入双双突破 1400亿

元，有望成为中原大地上第一个“河
南造”世界企业 500强。发展速度大
幅提升，资产平均 1天增加 1亿元。
截至 2010年底，河南煤化集团资产
总额达 1406亿元，同比增长 26.8%，
较重组之初的 733 亿元相比翻了将
近一番，创造了资产日均增加 1亿元
的发展速度，相当于再造一个新煤
化。发展质量持续向好，利润增速高
于营业收入增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率 和 营 业 收 入 利 税 率 分 别 达
115.91%、10.14%。煤炭产销量显著增
加，率先在全省突破 7000万吨。继续
保持世界先进的安全水平。河南煤化
这一品牌效应日渐凸显，社会影响力
显著提升。今年以来，继续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预计全年将实现煤炭
产量突破 8000万吨，营业收入超过
1600亿元，利税突破 200亿元，利润
突破 100亿元，再创河南工业经济历
史新高。

集团实业、贸易、金融“三位一
体”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做大做
强煤炭、化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
四大产业，物流贸易、金融、建筑等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集团七大产业
之间互为原料或市场，纵向关联度
高，交易成本低，市场抗风险能力显
著增强，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主导
产业优势突出、支柱产业增长强劲、
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产业间相互耦
合、产业链完整闭合，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集团健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
管理体系，坚持“煤炭开采高效化、
资源利用循环化、碳排放减量化、生
产废料无害化”的“四化”理念，积极
推行高碳资源低碳利用，实行强制
性淘汰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
工艺、设备及产品制度，煤炭回采率
超过 92%，较全国大型矿井平均水
平高出 20%以上，最大限度地利用
了煤炭资源。推广应用河南煤化航
天炉、五环炉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洁净煤气化技术，碳转化率达
96%，较传统技术提高 30%以上，有
效气含量提高 20%以上。大力发展
粉煤灰制超细纤维纸浆、制砖、水泥
及煤矸石发电，努力做到“吃干榨
净”。河南煤化集团 2010 年万元产
值综合能耗为 0.75 吨标煤，同比下
降 4%，圆满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
目标任务。

加强与央企合作
提升企业品牌和管理水平

《中国企业报》：河南煤化集团目
前与央企合作的情况如何？
陈祥恩：近几年来，河南煤化集团

坚持以“市场推动、规范运作、互利共
赢”为原则，积极谋求与央企多领域、
多层次、多形式对接，建立了良好的互
信关系，通过借助央企品牌、技术和管
理优势，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声
誉，取得显著成效。在河南煤化重组
前，我们永煤、焦煤等下属企业就开展
了与央企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永煤与上海宝钢、巴西 CVRD公司
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大型中外合
资股份制煤炭企业———河南龙宇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焦煤与上海宝钢在煤

矿、电厂、合金冶炼和管理技术等方面
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其中河南省重
点建设项目———赵固二矿已经投产。

目前，河南煤化集团已经与中石
化、宝钢、国电电力、中电投、首钢、中
国铝业等央企在煤炭开发、煤化工、电
力、物流贸易等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合
作关系，合作项目资产已超 1000 亿
元，拟合作项目投资额约 600亿元。其
中比较大的有与中石化共同投资 25
亿元建设洛阳 90 万吨 PTA/年项目，
经营 PTA 及其上下游产品的生产及
销售、共同投资 150 亿元，按照“一体
化、规模化、基地化”的要求在豫北地
区建设 180 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
与中石化在鹤壁、焦作等矿区共同开
发约 21亿吨煤炭资源，在新疆开发准
东 40亿方煤制天然气及天然气输气
管道项目；与中电投合作开发贵州煤
炭资源，开发电力产品；与国电电力合
作开发电厂项目；与中铝合作开发煤
矿项目等。
《中国企业报》：河南煤化集团在

与央企合作中如何实现互利共赢，你
们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陈祥恩：与央企加强合作，对于
提升地方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品牌
形象、国际视野、拓宽生存空间、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与央企合作，可以在资源、人才、管
理、技术、市场等实现优势互补、优势
集聚、互利共赢。

河南煤化集团是集煤炭、化工、
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物流贸易、建筑
矿建、金融服务等产业相关多元发展
的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目前，控制
和拥有煤炭资源超过 400亿吨，掌握
煤化工的世界高端技术，拥有国内外
铝矿资源 16 亿吨、钼金属储量 150

万吨，是全国拥有钼资源量最大的企
业。为此，河南煤化集团充分依托煤
炭及其它矿产资源优势，实施与央企
的高端对接，培育市场的核心竞争优
势，确保行业领先、国际一流，掌握市
场的话语权。

河南煤化集团牢固树立“先人一
步，遍地黄金”的发展理念，努力掌握
前沿技术，引领市场潮流。通过与央
企的对接合作，引进央企强大的资本
和先进的技术，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
构，发展下游高端产品，推动自身产
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了产业链的延
伸，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目前，河南煤
化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煤制气企业和
华中地区最大的甲醇生产企业，将在
河南建成国内最大的高性能碳纤维
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聚甲醛生产基
地、全球最大的煤制乙二醇生产基
地，正在全力打造煤炭综合利用最完
善、产业链最完整的现代新型煤化工
企业。

河南煤化集团在与央企合作中
突出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方面的合
作，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拓展产业升
级空间，构建自主管理创新体系。通
过与央企的技术研发、管理创新对接
合作，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引导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集中力量实施
重大科技专项，有效推动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拥有了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项目。洛阳
LYC 轴承是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开封空
分是中国自行设计与制造大、中型空
气分离设备的重点骨干企业，分别拥
有全国惟一的轴承研究院和空分研
究所。

围绕产业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与央企实现项目、资本、技术、管理等
全方位的合作。随着与央企合作范围
不断拓宽，一批有规模实力、有自主
品牌、有很高知名度、有较强竞争力
的央企在河南煤化落地生根，培育了
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河南煤化
集团与央企对接逐步实现了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企业报》：河南煤化集团今

后将在哪些领域和项目加强与央企
合作？

陈祥恩：“十二五”期间，河南煤
化集团将与央企开展的全方位、宽领
域、深层次、高水平的项目合作，加大
战略合作力度。重点领域在能源（主
要是煤炭）、化工（重点是煤化工）、物
流、贸易、装备制造方面。目的是通过
与央企的深度合作，利用央企的资
金、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建设一
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带动能
力强的重大项目，培育一批新的经济
增长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河南煤化集
团打造成为一个股权结构优化、产业
结构合理、管理模式科学、企业文化
先进、核心竞争力突出的行业一流、
国际知名的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集
团，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第一支
柱作用。

“5月 19日价格：电解铅 16000元/吨，电解锌 16700元/
吨，原煤 690 元/吨，铁矿石 1500 元/吨……豫光金铅（SH，
600531）今日收盘价 27.11，中原特钢（SZ，002423）今日收盘价
9.22，昨日供电量 1559万千瓦时，比去年日均增加 203万千瓦
时，比去年同日增加 228万千瓦时。”这是记者在济源市委书
记赵素萍手机上看到的一条短信。“不仅是我，济源市主要政
府官员每天都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通过短信及时掌握了解
重点行业、骨干企业要素供应、产品市场行情等方面的情况，
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走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为企
业做好预测、预警、预报和协调调度。”赵素萍告诉记者。

这只是济源市关心服务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地
处河南西北边陲的济源市，把打造一流的发展环境作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软实力，倾心为民的举措来实施，收
到了明显成效。

恒通化工“上山”之后

“加快科学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破
除制约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的束缚，用发展的眼光、
创新的理念、战略的思维，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千
方百计地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这样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
持续快速发展。”赵素萍深有体会地说。为了破除制约发展的陈
旧思想观念，济源市连续五年在全市开展了“创新思想观念、优
化干部作风、优化发展环境”集中教育活动，坚持一年一主题，
年年有创新，使教育活动能够入脑、入心。今年的活动，以“用领
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以“发展、创新、效能、
为民”为重点，突出 20个具有行政审批和服务企业职能的重点
部门，集中解决了一批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市
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创新意识、机遇
意识、忧患意识、全局意识、为民意识和责任意识得到进一步增
强。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响应政府“项目出城、企业上山”的号
召，将新厂区建设到了山上，但山上交通、水电等硬件设施缺
乏，影响企业发展。“济源市委市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
为我们新建了一座变电站，重新整修了道路，完善了各项硬件
设施。”集团副总经理王小党告诉记者。

接到卢振海短信之后

“优化发展环境，转变政府工作人员作风是关键。”赵素萍
说，“接到企业家发来的短信或打来的电话，我无论多忙，当天
一定回复。就是要把对企业的服务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
深入企业调查研究、献计献策、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2009年刚过春节，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决定淘
汰烧结机落后产能，上马二期富氧底吹项目。但项目具体该怎
么做，国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公司总经理卢振海心里没一点底。
赵素萍在接到卢振海短信了解这一情况后，一方面主动和省厅
相关部门联系，找政策支持，找攻克项目技术难关办法；一方面
敦促济源市相关部门全力为企业提供政策落实、要素保障、科
技指导等方面的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最终使企
业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了技改任务，新项目如期投入运行。

为着力解决政风、行风和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济源市开展了“干部作风季度评议”、“行风对话”、“企业服
务年”等一系列活动，把政府工作人员作风的评判权交给企业
和市民，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他们开办了“效能监察热线”栏
目，五年来播出 500余期，解决企业和群众实际困难 2200余
个。

奔月玻璃原料停采之后

优化发展环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
发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城市之间的竞争十分激
烈，我们只有把发展环境打造得更好更优，通过创造一个更加
优于外地的、适合企业成长的发展环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优
势资本、更多的优势企业进入济源，才能实现升级转型、持续
快速发展的目标。”赵素萍如是说。

河南奔月浮法玻璃有限公司生产所用的石英砂原料主
要由九里沟矿供给，由于该矿处于风景区边缘，2010年 11月
份被有关部门责令停止开采。“这样我们只能从湖南等地采
购原料，每吨产品要增加 100 多元成本，直接导致了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公司 1000多名职工也面临下岗的风险。”公司
副总经理张耀先告诉记者，“济源市安监局、工信局、环保局
了解这一情况后，派出工作人员深入矿区实地勘察，认定石
英矿石的开采属于洞采，对当地植被和生态环境不会造成较
大影响，仅用十几天就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企业恢复了正
常的生产经营。”

优良的发展环境推动了济源市经济社会实现了新的发展。
2010年，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22.22亿元，增长 11%；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18亿元，增长 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6480元，居全省第三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784元，居
全省第二位；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达到 78.36%，居全省第二位。
采访刚结束，豫光金铅集团董事长杨安国走进了赵素萍

的办公室，“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昨天约的赵书记。”杨安国
对我们说。
“企业家约见，一定是

有紧要事情，耽误不得，我
一般都安排 24 小时内见
面。”赵素萍说。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陈祥恩：

借力央企 做强做优

本报记者 王少华 张金磊/文

本栏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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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委书记赵素萍:
企业家约见24小时内兑现
本报记者 王少华 张金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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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纵向关联度高，交易

成本低，产业间相互耦合，

产业链完整闭合，市场抗

风险能力强，主导产业优

势突出、支柱产业增长强

劲、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资

产平均 1 天增加 1 亿元，
有望成为中原大地上第一

个“河南造”世界企业 500
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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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祥恩

荩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煤化集团”），是
2008年 12月 5日经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由永煤集团、焦煤集团、鹤煤
集团、中原大化、省煤气集团等 5家单位战略重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是集煤炭、化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物流贸易、建筑矿建、金融服务等产
业相关多元发展的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

荩河南煤化集团是河南省首家资产、营业收入双双超千亿元的企业，
位居 2010年中国企业 500强第 60位、2010’中国 500强竞争力第 8位、
2010年中国企业成长 100强第 1位、中国煤炭企业 100强第 2位、入选
2010中国年度品牌，连续 2年蝉联世界著名品牌 500强和中国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行业“效益十佳”第 1位。

荩河南煤化集团发展后劲充足，煤炭资源储备 400多亿吨，遍布河南
省内 16个地市及贵州、新疆、内蒙古、安徽等省（区），拥有钼金属储量 150
万吨，是全国拥有钼资源量最大的企业；拥有国内外铝土矿资源 16亿吨；
掌握煤化工的世界高端技术，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煤制气企业和华中地区
最大的甲醇生产企业，将在河南建成国内最大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基地、
亚洲最大的聚甲醛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煤制乙二醇生产基地，全力打造
煤炭综合利用最完善、产业链最完整的现代新型煤化工；下属企业洛阳
LYC轴承是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开封空
分是中国自行设计与制造大、中型空气分离设备的重点骨干企业，分别拥
有全国惟一的轴承研究院和空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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