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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就在 3 年前，这艘已经有着
130 多年历史的巨轮，虽然满载辉
煌，但形势严峻：本部资源匮乏，
包袱沉重，后劲不足，在集团规
模和发展速度上已经被很多兄弟
企业甩在了身后。
“开滦的困难，必须通过企业

的快速发展解决，必须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实现企业的战略转型，
做大做强。”张文学当时的这一声
疾呼，很多开滦职工至今都记得
很清楚。

正是在张文学的力推下，开
滦集团提出新战略，启动了百年
煤炭企业的主动转型。

3 年后的今天，有一串数字同
样让很多开滦人如数家珍： 2010
年，开滦集团营业收入完成 930
亿元，同比增长 66.36%，比“十
五”末增长 754.22%；利税完成
42 亿元，同比增长 53.95%，比
“十五”末增长 741.82%；非煤产
业的经济比重已经超过 70%。

事实胜于雄辩。如今的开滦
人，更加相信战略的力量。

重舞龙头：
首先要“做大”

只要谈及近年来开滦集团的
发展，张文学首先提到的便是战
略。
“开滦被称为共和国煤炭工业

的长子，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河
北有一个很老、很大的开滦煤矿，
知道开滦人‘特别能战斗’。”张
文学说，“学大庆，赶开滦，那
时候就梦想着成为开滦人。”

2008 年到唐山赴任后，张文
学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那个辉
煌的开滦。
改革开放前，开滦无疑是

“大”。刚改革开放时，开滦的原
煤产量占全国的 1/10，精煤产量
占到全国的 1/6。但是到 2008 年，

开滦仍然只有 3000 万吨左右的产
量，而这时全国范围内 5000 万
吨、上亿吨的煤炭企业已经很多。
这样的规模，与开滦的龙头

地位早已不相符。
“到 2007 年， 开滦在国内企

业 500 强排名已经比 5 年前的
2002年下降了 30 个位次，在煤炭
企业排名中也滑落到了第 14名。”
张文学的危机感一下子涌上来。
“强，是在大的基础上，总量

上不去，就没有市场话语权。所
以，‘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首先就要做大。”张文学认为。
张文学那粗犷的略带邯郸口

音的普通话，出现在 890 平方公
里的开滦矿区。他跟矿井一线职
工谈，跟开滦各个时期的老领导
谈，跟劳动模范谈，跟集团班子
成员谈。
两个月后，思路清晰了：立

足煤、跳出煤、延伸煤。
“一定要改变主要靠增加煤炭

产量提高效益的观念，一定要改
变局限于煤炭生产寻求发展的观
念，一定要改变靠自我积累投资
上项目的观念。走以煤炭为基础，
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循环
发展、集约发展、多元化发展的
路子。”这是开滦确定的转型基本
路线。

2008 年 7 月，在开滦集团公
司工作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张文
学组织调整、修订的 《开滦集团
2008年至 2015年发展战略规划》。

自此，“开放融入，调整转
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新
战略思想，成为开滦集团上上下
下都能背诵的十六字箴言。
而“十一五”末的战略目标

锁定为：煤炭产量达到 5000 万
吨，营业收入达到 500亿元。
“刚提出新战略时，很多人都

在摇头，认为绝不可能实现。现
在呢？”张文学的自信来自于赴任
以来的成绩单，“一家百年老企
业，营业收入增长 5 倍，利润增
长了 3倍。”
当新战略实施到第三个年头，

没有人再质疑当年张文学提出的
战略目标。

企业主导：
不给政府添负担

此前，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
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而主动转型
者更是少之又少。
“像东北的一些地方，政府投

入了很多资金，但是仍然造成了
很大的社会问题，根子就在于是
被动转型。”张文学分析说，“今
天的开滦之所以能盘活资源，就
是因为提前主动转型，而且采取
了企业主导的转型模式。”

开滦的团队在考察德、美、
法等国后，认为德国鲁尔地区的
转型经验可借鉴之处很多。
“我们到德国鲁尔考察过多

次，他们的煤炭专业物流曾做到
世界第一，房地产、文化产业还
有煤化工技术研发都很成功，这
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张文学表
示：“不过，开滦转型和鲁尔有
个最大的不同，他们是政府主导
的转型，是被动转型，我们是企
业主导的转型。我们有现有产业
支撑，提供的资金可以为我们打
出时间差。”
企业主导，带来了活力。主

动转型，赢得了机会。
开滦集团党建部负责人介绍，

开滦集团在职员工 9 万多人，加
上离退休职工和家属，总人数在
50 万人以上。对于只有 200 多万
人口的唐山而言，大部分家庭都
有亲戚、朋友在开滦工作。
开滦如果不转型，“日子也

可以慢慢过”，但是坐等资源枯
竭，一旦陷入彻底被动，对于唐
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
形成致命一击。作为京津唐经济
带重要一环、河北省经济龙头城
市的唐山，牵一发而动全身，显
然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
不巧的是，刚刚公布了新战

略规划的开滦集团，却与国际金
融危机狭路相逢。

市场萎缩，产品滞销，库存
增加，价格下滑，货款回收困难，
严重影响了煤炭企业正常的经济
运行。开滦回收困难的欠款，
2008 年 8 月份以前是 4 亿元， 9
月份以后是 15亿元，最高达到了
20多亿元。

此时，开滦集团仍毅然提出，
绝不搞“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
为，决不为实现“双五”目标而
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和职工的切
身利益。

在张文学的主持下，开滦集
团制定了“矿井不停产、公司不
裁员、工人不减薪”的“三不”
政策，力求做好职工队伍的稳定
工作。

这一系列举措，让职工坚定了
与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信心
和决心。大国企的担当，在开滦的
主动转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布局“十二五”：
瞄准世界 500强

张文学认为，在主动转型战
略中，调整产业结构是核心问题。

3年来，按照“内挖外扩”的
发展思路，开滦集团的煤炭产业
一改单区域挖潜型的发展模式，
转向以总部经济为基础的多区域
发展模式。

截至“十一五”末，开滦集
团累计获得煤炭资源量达到 167
亿多吨，建成了分布在河北、内
蒙古、山西、新疆、加拿大的
“五大区域”、“七大基地”，形成
了以唐山总部经济为“龙头”的
多区域煤炭产业发展格局。

河北省省长陈全国在开滦考
察时说：“看到开滦集团这样一
个包袱很重的老企业焕发出新的
生机，煤炭在整个企业销售中占
的比率降到 1/4，搞现代物流、搞
文化产业，转型之路走得很健康，

很了不起。”
不过，开滦并未就此止步。
在开滦集团领导班子会议中，

张文学强调得最多的是：“我们
不仅要考虑‘十一五’期间的快
速发展问题，更要考虑‘十二五’
期间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十一五’必须为‘十二五’、
‘十三五’打下坚实基础，而不是
一朝一夕的产量提升。”

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
年，开滦集团树立了新目标：力
争进入世界 500强企业。

张文学算了一笔账：“世界
500 强的门槛，2010 年是营业收
入 170 亿美元，每年增长 7%—
8%，到 2015 年门槛在 1800—
1900 亿元之间。人民币又一直在
升值，只要开滦在‘十二五’期
间营业收入能达到 2000 亿元，挺
进世界 500 强就不是一句空话。”

与世界 500 强目标相匹配的，
还有“保持煤炭企业 100 强前 10
名，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前 100
名”。

支撑这些宏伟目标的，是原
煤产量达到 1 亿吨，非煤产业比
重达到 70%以上。
“十二五”期间，开滦计划建

成“一基、七业、一区”。即：以煤炭产
业为基础，做大做强现代煤化工、现
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文化旅游、
节能环保、精品钢铁、新一代电子信
息，加快临港工业园区建设。

开滦正在实施或即将启动的
战略重点有四：其一，加快建设五
大煤炭生产基地，打造亿吨级煤炭
企业；其二，加快建设五大煤化工园
区，打造中国独立的煤化工旗舰企
业；其三，加快建设六大物流园区，
打造中国现代物流领军企业；其四，
加快建设中国矿业文化产业园区，
打造世界一流矿业文化产业基地。

在张文学心目中，除了这些
“硬指标”，员工幸福指数明显提
高，开滦集团成为中国资源型企
业转型发展的典范，打造中国的
“鲁尔”，是开滦集团的更高追
求。

解读开滦主动转型战略

唐山市新华东
道，开滦集团总部四
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里，悬挂着毛泽东画
像。开滦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张文学
拉开窗帘，眼前的视
野十分开阔。
此处向东不到600米，便是开滦集

团的第一座矿井：开
采历史长达 133年、
至今每年仍出煤400 多万吨的唐山
矿。每天早晨看到灰
黑色的矿井，在煤矿
工作了一辈子的张
文学感到温暖、亲切
以及一份沉甸甸的
使命感。

赵金金 王立新/文

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样本

6月 22日，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康芝药业已签约
成为康恩贝布洛芬颗粒产品的全国总
代理，有效期 5年。而在此前一周，康
芝药业成功竞得河北天合制药集团有
限公司全部资产。这一收购动作被业
内人士解读为尼美舒利产品“新政”后
康芝药业采取的紧急补救措施。

记者了解到，5月 20日，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
尼美舒利口服制剂使用管理的通知》
对尼美舒利的适用年龄、使用剂量等
关系到其“生存空间”的事项做出了重
大修改说明。

国家食药监管局一纸通知给持续
半年时间的“尼美舒利事件”划上了一
个句号，然而，“尼美舒利事件”带来的
影响刚刚开始。
“此次修订将造成尼美舒利产品

的市场规模极度萎缩。”某券商分析人
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作为国内
第一大尼美舒利生产企业，以瑞芝清
（尼美舒利颗粒）为主导产品的康芝药
业受到的影响无疑将最为严重。

紧急“求生”

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康芝药
业最先采取了应对之策。

6 月 16 日，康芝药业发布公告
称，经公开竞价，公司于 6月 15日以
2100万元竞得天合制药全部（整体）
资产。

本次拍卖所得的资产包括房产建
筑面积约 169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 75282 平方米以及药品批准文
号、商标权等。
天合制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邱

县，是一家成立于 2005年的新型制药
企业。公司现建有颗粒剂、口服液、糖
浆剂等 7 个剂型 8 条生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因自身经营问题，
天合制药已经于 2009 年 6 月停产，
因其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由当地
银行履行权利拍卖天合制药整体资产
用于清偿债务。
据记者了解，在此之前，康芝药业

与天合制药没有任何所属关系也无业
务上的往来。

康芝药业为什么会看上这家名不
见经传的濒临破产的同行企业？
“此项收购动作是国家药监局修

订尼美舒利说明后康芝药业转移产品
重心的做法之一。”在中投顾问医药行
业研究员郭凡礼看来，康芝药业此时
收购天合制药，主要是对公司现有产
品进行互补，从而挽救其在儿童药品
市场的霸主地位。
记者了解到，天合制药拥有多个

儿童药品种，如硫酸锌口服液、杏仁止
咳糖浆等。“这些产品与公司目前主要
销售品种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利于
公司发展儿童药品市场。”康芝药业的
公告做出了这一解释。

此外，康芝药业表示，通过收购，
康芝药业还可以快速进入女性滋阴补
肾等多个非处方药品市场领域，拓宽
业务范围。

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康芝药
业已经按照合同规定，于 6月 22日
16 时前将成交价款汇入河北省拍卖
总行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这也意味
着，其对天合制药的收购已经落定。

接下来，康芝药业将成立全资子
公司邯郸康芝制药有限公司来承接天
合制药全部资产。据悉，该公司将以竞
拍所得的非货币财产作价约 3000万
元出资和使用超募资金约 5000万元
货币财产出资设立。

修订缘起

说明书的修订并非空穴来风，其始
自于去年底爆发的“尼美舒利事件”。

2010年 11月 26日，央视新闻频
道播报了一则关于“2010年儿童安全
用药国际论坛”的报道。报道称：“尼美
舒利用于儿童退热时，对中枢神经及
肝脏造成损伤的案例频频出现。”

起因于央视一则报道，有关尼美
舒利产品的安全争议又经众多媒体争
相报道，上市公司康芝药业被推到风
口浪尖，这被称为“尼美舒利事件”。
“尼美舒利事件”引起了国家食药

监管局的高度重视。知情人士透露，3
月下旬，国家食药监管局组织国内尼
美舒利主要生产厂家以及临床专家、
药学专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尼美舒
利的安全性问题，基本确定要修改尼
美舒利说明书，修改方向就是适用年

龄和使用剂量。
此次修订对适用年龄、使用剂量、

适应症状都作出了新的说明并要求相
关药品生产企业尽快据此修订产品说
明书和标签。其中，“儿童用药仅用于 1
岁以上儿童”到“禁止用于 12岁以下儿
童”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一处修订。

而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多
家地市级人民医院网站，早在 2008年
就张贴过当年 6月 11日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的国食药监注
[2008]285号《关于修改尼美舒利口服
制剂说明书的通知》，按照该通知内
容，为了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国家决定
对说明书进行修改，并对适应症、用法
用量、禁忌、注意事项和儿童用药等项
目进行修订。此次修改明确提出，该药
仅适用于 1岁以上儿童，并相关药品
生产企业主动跟踪尼美舒利口服制剂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情况，按规定收集
不良反应并及时报告。

尼美舒利是非甾体抗炎药, 具有
抗炎、镇痛、解热作用。1997年在我国
上市。之前，我国的尼美舒利产品主要
用于 12岁以下儿童的退热治疗。以康
芝药业为例，在该公司的尼美舒利颗
粒销售中，约 75%是用于 12岁以下儿
童退热治疗的。

正因如此，以康芝药业为首的尼
美舒利生产厂家不得不正视由此带来
的市场萎缩冲击。
“由于康芝药业的主打产品瑞芝

清在 2007—2010年的销售收入占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64.24%、73.01%、80.77%和 72%，其在
国内儿童退热药市场占有率稳居第
一，因此国家食药监管局修改尼美舒
利说明书对康芝药业来说是个‘毁灭
性打击’。”郭凡礼说。

目前，有 36家企业获准生产尼美
舒利原料药及口服制剂。除了康芝药业
外，另一家大规模生产尼美舒利药物的
企业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也将受到
尼美舒利新政的极大打击。“之前我们
也是以尼美舒利颗粒为主导产品，说明
的修订带来的冲击很大。”俞氏药业俞
姓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前景难探

事实上，“尼美舒利事件”对康芝

药业业绩的影响已然显现。
1—4 月份，康芝药业仅完成尼

美舒利颗粒销售收入 2876.10 万元。
根据此次修订要求的新适应范围，公
司预计剩余 8个月销量为 2630.62万
元，全年销量合计为 5506.72万元。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在去年达到了
22216.02万元。

受此影响，康芝药业 2011年上
半年净利润比去年同期预计将下降
40—60%。

郭凡礼向记者分析说，瑞芝清虽
然是康芝药业的明星产品，为公司贡
献了大部分利润，但同时这种单一产
品有很大的风险，一旦遇到问题就会
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
康芝药业应拓展新的产品线，寻找新
的盈利增长点，这不仅可以分担企业
的风险，同时可以保证企业多元化发
展。”

实际上，康芝药业正在做出这样
的改变。公司表示，将继续加大儿童
系列产品的推广步伐，并已有儿童腹
泻类药物“度来林”鞣酸蛋白酵母散、
儿童感冒药物“金立爽”氨金黄敏颗
粒上市，分别占公司原销售计划比例
的 23%和 9%。
对天和制药的收购也是如此。
康芝药业表示，鉴于制药行业的

特殊性，为了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
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康芝药业只有
通过兼并收购方式，整合行业内优势
企业，才能有效地保障公司快速发展
速度、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有业内人士认为，看起来
并不是“优势企业”的天合制药短期
内并不能给康芝药业带来业绩上的
改观。

该人士分析称，获得天合制药资
产后，康芝药业不仅要面临一定的管
理风险、市场风险与 GMP认证风险，
而且短期内还会“吃掉”不少康芝药
业的追加投入。

康芝药业发布的公告显示，2011
年公司对天合制药的投资将包括
420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入与 1500万
元的流动资金投入共计 5700万元的
投入，而 2011年天合制药或许只能
带来 3025万元的销售收入（布洛芬
颗粒 2000 万元与贞蓉丹合剂 1025
万元）。

“尼美舒利事件”续：

康芝药业“输血”求生
尼美舒利重大事件时间表
时间
20世纪 60年代末

1980年
1985年
2002年

2003年 2月 1—2日

2003年

2003年

2004年

2004年 3月 10日

2004年 4月

2005年 10月 5日

2007年 5月 15日

2007年 9月 21日

2010年 11月 26日

地点
美国

瑞士

意大利
芬兰

印度

英国

欧洲

西班牙和芬兰

印度

欧盟

意大利

爱尔兰

欧洲

北京

事件
3M Pharmaceuticals 公司发明了尼美舒利这一新
化学实体，合成工艺在 1974年获得美国专利，专
利号为 U.S.P.3856859。
Helsinn公司取得尼美舒利在世界范围的专利独
占权。
尼美舒利在意大利首次上市。
芬兰因怀疑严重的肝脏毒性事件可能与使用尼
美舒利有关，暂停使用尼美舒利。西班牙、土耳其
也相继决定暂停使用。尼美舒利的安全性受到媒
体和医药界的关注。
H.P.S.Sachdev教授主持的研究课题———“儿童口
服尼美舒利的安全性”在大会上发表，该研究证
实：儿童短期口服尼美舒利（约10）天的安全性与
其它退热止痛药无明显差异。胃肠道不良反应与
对乙酰氨基酚或安慰剂相当，优于其它的对照药
物。研究结果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
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流行
病学研究部 Traversa等的再评价报告，作者采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对意大利
Umbria地区 1997年 1月—2001年 12月 31日期
间使用过非甾体抗炎药的 40万例患者（200万张
处方）的安全性进行再评价，数据证实：尼美舒利
使用安全，肝毒性与其他非甾体类药物相似。
欧洲药品评价署（EMEA）肯定尼美舒利治疗广
泛范围的炎症和疼痛具有良好的益/损特性，是
安全和有效的药物。
欧洲药品管理局人用药品委员会对尼美舒利作
出积极评价，西班牙和芬兰于 2004年恢复尼美
舒利的销售。
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审议了尼美舒利的安全性，同
意药品技术顾问委员会（DTAB）的调查结果：事
实上尼美舒利非常有用，医学界接受良好；整体
数据没能证实它应被禁用；儿科禁用尼美舒利没
有道理；本药应该允许用于成人和儿童。印度儿
科学会也签署尼美舒利可以继续在儿科使用。
欧盟正式采纳欧洲药品评价署（EMEA）对尼美
舒利的实际、科学的评价，再一次肯定尼美舒利
治疗广泛范围的炎症和疼痛具有良好的益/损特
性，是安全有效的药物。
Helsinn公司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庆典活动，庆祝
尼美舒利上市 20周年，该品销量已达 135亿盒
（相当于 5.3亿盒，约 4.5亿患者接受本品治疗），
名列世界抗炎药的前 5名。尼美舒利分子的发明
人 GeorgeMoore先生也应邀参加。
因 6例肝损伤报告而停售尼美舒利，并要求欧洲
药品管理局人用药品委员会检讨尼美舒利疗效/
风险关系。
欧洲药品管理局人用药品委员会的评估肯定了
尼美舒利的疗效，并限制其疗程不得超过 15天，
并不要求欧洲其他国家停售尼美舒利。
在北京儿童用药安全国际论坛上，来自美国和英
国的儿童专家及全国近百位儿科学者提醒，在儿
童发热用药的选择上需慎用尼美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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