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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敏/文

思路决定出路。近年来，随着国
家煤炭行业的调整，企业整合、重组
力度的加大，产业生产集中度得到
了大幅度提高，据此，山东矿机集团
及时转变经营理念，创新发展思路，
适时提出了新战略，为企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

打造高端制造业，走精品化的
发展思路。首先是产品的精品化，树
立创造精品的目标，从技术上采取
措施，努力提升产品设计水平、工
艺水平和检测手段，使产品的质量
水平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其次是
生产工艺及装备的精品化，包括生
产工艺的优化提升，生产加工设备
的精品化、数控化改造，目前企业
新购的全部是一流的高精度、自动
控制的装备。最后是组织生产的精
品化，对于一些低附加值、产品精
度要求不高的产品、部件逐渐都通
过外购、外包方式解决，使生产组
织方式更合理、更经济、更专业化，
使企业健康、高效发展的同时，也
带动社会上的其他小企业发展。

调整产品结构，走成套化发展
思路。针对国家对规模小、安全不达
标的煤矿实行淘汰，扩能改造兼并
重组一批国家大型煤矿的产业政策
导向，山东矿机集团快速反应，由原
来提供单件产品变成提供成套设
备，做出了全速发展大型综采成套
设备的决定，确立了将产品进行结

构性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新思路。首
先是横向的成套化，是相对于井下
采煤工作面的成套设备而言，具体
来说就是三机一架（采煤机、掘进
机、刮板输送机、液压支架）的配套
能力，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煤机装备成套一体化的制造企
业。其次是纵向的产业链成套化，围
绕煤炭行业，从井下的煤炭开采、支
护、运输、安全防护，再到地面上的
煤炭洗选、煤矸石处理等产品的成
套化。目前企业在综采成套设备、洗
选煤成套设备、煤矸石制砖成套设
备方面形成了成熟的技术集成生产
线，基本实现了设备的大型化、重型
化、成套化。

超前研究国际煤机发展趋势，
走自动化之路。首先是在煤机产品
上实现自动化，提升产品性能，满足
行业发展需要。针对我国煤矿机械
自动化程度整体较低，关键零部件、
关键技术国产化不足这一现状，企
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德国 Marco
系统分析和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在
薄煤层综采工作面的电液控制技术
方面建立了独家合作关系，取得了
很好的进展，双方合作在陕西韩城
矿务局开发的电液控制薄煤层综采
工作面成套装备使用效果良好。目
前在薄煤层自动化开采方面山东矿
机集团走在了行业前列，并逐步向
着国际前沿的、无人工作面井下采

煤技术方向发展。其次是煤矸石制
砖设备的自动化，目前公司引进意
大利技术生产的全自动切码运系统
制砖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企业
的产品结构逐步向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方面发展，逐步实现自动化
的产品系列。

与客户建立共存共赢的发展模
式，走服务化之路。首先企业在产品
做精、做细、做优的基础上，改变传
统的营销模式，由过去单一卖产品
转变为现在既卖产品又提供服务，
以客户接受和满意为最终标准，根
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对于不同客户需求可实行设备买
卖、租赁、带设备采煤以及联合办
矿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从而拓宽了
营销渠道，使企业逐步实现了从普
通的机械制造业向现代化的机械
制造与服务业转型。其次在为客户
提供服务上，公司以用户为关注焦
点，提供“零距离全程服务”，以
“责任到永远”为宗旨，做到售前
深入沟通、优化设计、尽善尽美；
售中严格要求、保质保期、信守承
诺；售后时刻关注、反应迅速、保
障运行，在全国设有服务网点 26
个，形成了完善的服务体系，与煤
矿企业之间建立快速反应通道，与
客户建立起共生存的同等价值观，
打造了具有山东矿机集团特色的服
务品牌。

努力打造百年煤机老厂

位于山东省昌乐县的山东矿机集团始建于 1955年，是专业从事煤矿机械生产的煤炭装备制造企业。1994年由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股份
制企业。近年来，公司充分抓住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利用自身的体制、机制、技术等方面优势，积极创新发展，
从 2002年至 2008年，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产品结构优化，逐步完成了从普采、高档普采到综采成套设备的产品结构升级，奠定了在煤炭装
备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26700万元，下设 8个控股子公司，拥有总资产 28.45亿元，占地面积 1000余亩，职工 2000余
人。企业获 ISO9001：2008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授予“企业信誉 AAA级”，连续第三年入选
“全国煤炭工业 100强”和“全国煤炭机械工业 50强”。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煤机行业企业之间的兼并整
合力度进一步加大，山东矿机集团牢牢抓住“突出主业，做专
做精做强”的发展战略，在产品开发上不断创新，实现了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产品研发生产向高端发展。大调高机炮混采液压支架、薄
煤层综采液压支架和两柱掩护式铺网液压支架分别获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2400/5.5/12极薄煤层支架、ZY3600/07/15机炮混
采液压支架经山东省科技厅鉴定分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
内领先水平；电液控制、大采高高端液压支架的成功投放市
场，标志着液压支架的研制能力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ZY5200/14/35型液压支架曾创国内最大调高比纪录；通过吸
收改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发的 SKBL40型编链机、SKHL500D型
闪光焊链机、SKX4000 型圆环链校验机全部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椎38mm、椎42mm矿用高强度紧凑圆环链的研发，使企业
生产能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继续延长产业链，向成套化方面发展。公司采煤机、掘进
机的研制成功，使企业真正实现了综采工作面上的“三机一
架”配套能力；与普赛斯（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华星
辰科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公司，将主要致力于高
效组合式模块选煤系统的研发，届时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在煤
炭洗选方面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利用其在
煤矿救生舱项目方面的先进技术，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山
东矿安避险装备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生产 KJSD 系列矿用救
生舱产品，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为进一步拓展企业产业链，
加快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企业收购了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
柏树坡煤炭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不仅有效地实现了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地区的资源与煤机产品的结合，还为新产品提供
有效的试验场地和研发基地。

顺应国家政策趋势，向支持节能环保产品进军。集团子公
司———山东矿机迈科建材机械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意大利技
术，生产以废物煤矸石为原料的空心砖全自动切码运制砖机
并成功投放市场，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该设备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与中国矿业大学联合开发的充填式煤炭开采技术，为开采
村庄、铁路等下面的特殊煤层提供了设备上的解决方案；控股
子公司———北京三矿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洗选煤设备系
列，即自动加药系统、煤泥分选机、表面改质机、微泡浮选机，
投放市场后反映良好，其中表面改质机技术，经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节能减排”要求，与英国采矿
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急倾斜薄煤层综采成套设备，填补了我
国空白，大大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开采率。

山东矿机集团上市后，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
峻的考验。下一步，企业将继续坚持以“精品化、成套化、自动
化、服务化”战略为指导，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品升级
换代，构筑高新技术对接的操作平台，以“员工满意、客户满
意、社会满意、股东满意”为宗旨，以“自主创新和强强联合”为
主题，抢抓发展机遇，立足国内市场，争取国外市场，做大做强
煤矿机械、洗选设备、煤矿救生舱和建材机械等制造业，同时
加快发展采矿和洗选服务业，审慎搞好资本运作，努力创建一
流的百年煤机老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无论哪一个行
业或者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谁拥有了人才，谁
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谁就站在了技术的制高点；没有人才，
企业就没有了活力，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基于这种理念，山东矿机集团创造了以“新集体主义”为
核心的企业文化。它既迥异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大集体”，也
不是简单的一个工作团队。它以人才与资本的融合为企业发
展的根本，以紧密结合的劳动关系结构为特征，本质就是建立
以人才为核心的新型劳资关系，体现在员工收入上不再是单
纯的劳动所得，而是创新奖励和劳动所得等几部分组成，让骨
干和精英从收入到职权再到社会地位，都能充分体现其在公
司创业的价值。

围绕“新集体主义”这一核心，企业进一步提出了“把企业
建成职业经理人摇篮”的理念。即，一方面建立健全人才任用
机制，为广大员工创建人尽其才的宽松环境，使个人潜能得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外部优秀人才，尤其是
行业知名专家。仅 2008年以来，就有近 40余名煤机行业专家
到企业工作，使企业的管理、技术研发、生产等方面的人才队
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在管理体制和具体实践上，企业针对性地建立了“三个平
台”管理理念。一是董事会决策平台；二是以分厂为单位的执
行平台；三是由班组长和机台负责人组成的基层平台。三个平
台的建立，形成了发动机整体联动效应。由过去厂长是发动
机，员工是齿轮的被动生产运营模式，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发动
机，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去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落实“新集体主
义文化”内涵，企业加强了对中层以上领导的培训力度，特别
是思想观念方面，提出了企业领导要向“教练式”领导转变及
企业内部实行“岛链式”管理方式的指导思想，实质上就是通
过学习，不断转变、更新旧的思想观念，拓宽管理者思路，增强
管理者综合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各级管理者权利及内
部各核算单位的独立自主性，从而不断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总之，以“新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有效地激发了
员工群体中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员工对企业有了认同感，企
业则给员工带来了成就感、自豪感。自企业快速发展以来，高
层管理人员保持了相对稳定，没有因个人原因或社会诱惑而
离开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充分认证。

机制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
要基础和保障，多年来，山东矿机集
团不断否定自我、创新自我，适时调
整发展机制，使企业实现了健康快
速发展。

不断改革，不断超越，实现企业
健康发展。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老
企业，多年来，企业充分抓住国家政
策及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
遇，在许多企业还坐等观望的时候，
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创新发展机制。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刚
刚进入转型期的时候，矿机人就超
前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
工资），在企业内部实行“分厂经营
承包责任制”，员工竞争上岗；1994
年，响应国家号召，参与第一批企业
股份制改造，做了昌乐县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被当地政府誉为“中国民

族工业中，集体企业跨向民营的一
个奇迹”；1999 年开始，面对低迷的
煤机市场，企业按照“以分厂管理为
重心，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指导思
想，又对分厂实行了“风险抵押承包
经营制”，将分厂推向市场，真正让
分厂的生产经营与职工的切身利益
联系起来。这些一次次的超前改革，
不仅使企业逾越了宏观经济调整造
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抓住了宏观
经济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也使企
业领导者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胆略
和智慧得到了体现。特别是 2001年
以来，企业曾连续四年以翻番的速
度飞速发展，得到了美国《福布斯》
刊物的充分认可，连续五年荣登“中
国潜力企业”榜，直到 2009 年底公
司销售收入过 10 亿元，冲出了该奖
项的评奖范围，公司迈入了大型企

业的队伍。
抢抓机遇，成功实现企业上市。

经过多次的改革，山东矿机集团虽
然逐步发展成为煤机行业的重点企
业之一，但是，为加快企业发展，进
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山东矿机集
团决定进行股改上市，通过上市来
募集资金、规范管理，企业经过了五
年多的艰苦历程，终于修成正果，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 正 式 挂 牌 上 市 ， 股 票 代 码 ：
SZ002526，迈出了公司发展史上关键
的一步，正式进入了资本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6700万股，募集资金
13.4 亿元，使企业在国家实行紧缩
货币政策，众多企业面临资金困难
的关键时期，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
持，也使企业在关键的发展时期占
据了巨大的资金优势。

山东矿机集团从一个由手工业
小作坊起家的企业，历经风雨 50余
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他
们多年来艰苦奋斗、坚持不断改革创
新的结果。具体体现在：

思路创新 提升发展境界1

机制创新 激发企业持久生命力2

文化创新 铸就企业灵魂3

产品创新 瞄准高端求发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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