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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作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煤炭资产的唯一上市平
台，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申请，获中
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标志着中国 2011年最大 A股发
行盘子之一的陕煤股份公司即将亮相资本市场，并将成为中
国煤炭企业第三大上市公司。企业上市的基础，是其母公司优
良的业绩和超越前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煤炭开发为基础、以煤化工为主导、多元互补发展”，

这是陕煤化集团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后制定的发展战略。
“我们在突出主业的同时，坚持多条腿走路，按照循环经济理
念，布局发展多元产业。它意味着集团的发展路径不是单一
的纵向发展，而是多元的纵横关联。”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
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华炜介绍说。

这一发展战略亦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十一五”以来，陕
煤化集团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范围进步拓宽，在发展循环
经济，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延长了产业链，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

据相关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陕煤化集团煤炭产量由
3082万吨，增长到 10039万吨，跻身亿吨集团行列，五年增长
了 224%；销售收入由 91亿元增长到 515亿元，五年增长了
466%；资产总额由 153.3亿元增长到 1330亿元，五年增长了
768%；利税总额由年 12.6亿元增长到 178亿元，五年增长了
1313%。

在刚刚过去的 2011年，陕煤化集团完成煤炭产量 1.02
亿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709亿元，资产总额增加到 1940亿
元，利税总额 248亿元。连续两年进入亿吨级煤炭企业行列，
继续保持了“每两年翻一番”的发展势头。

西部能源航母布局多元发展

自成立以来，只用了短短 7年时间，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就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一跃成为陕西省增速最快、效益
最好的企业，2011年，该集团煤炭产量再次突破亿吨，实现销售收入 709亿元，同比增长了将近 200亿元，增幅 37.4豫。当
初一句“剑指世界 500强”的誓言犹然在耳，但早已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陕煤化集团这艘亿吨级的能源航母，正乘
风破浪，全速前进在自己的征程上。

循环经济是新兴的经济发展模
式，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煤炭企
业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最佳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

能源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按照这一发展思路，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

环”的原则，加大矿井废水、煤矸石、
煤泥、粉煤灰、煤气层的利用力度，变
废为宝，循环利用，引导下属企业由
依靠煤炭产量的增长转到提高煤炭
综合开发利用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扩
大煤炭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了
煤与煤伴生资源的综合开发、深度加
工、清洁利用。

近年来，陕煤化集团在所属的黄
陵矿业公司矿区投资 100多亿元，进
一步延伸了煤炭产业链条，增加了煤
炭资源的附加值。已建成投产 130酝宰
煤矸石热电厂，年发电量达 缘亿多千
瓦时，实现收入 圆 亿多元，不仅消化
煤矸石、煤泥、中煤超过 80 万吨，而
且减少排矸支出 3000 多万元；煤矸
石电厂产生的 13 万吨粉煤灰和炉渣
被粉煤灰砖厂利用，形成了 5000 万
块的产能，产值逾 3000万元。

集团所属的北元化工公司作为
陕西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依托榆林
地区丰富的电石、原盐资源优势和园
区基础设施的有力保障，进一步完善
产业链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10
年底，随着二期 100万吨 孕灾悦生产装
置的投产，公司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聚
氯乙烯生产企业。目前，正在逐步形
成一体化循环生产模式，在更大范围
内实现循环经济产业链。该公司与中

国碳基金签订了《碳减排量买卖协
议》，建立清洁发展机制（悦阅酝）项目，
每年可收益 6000万元。

陕煤化集团还将瓦斯治理与电
力开发相结合，在铜川、韩成、彬长
矿区建立瓦斯发电厂。其中彬长大
佛寺建成了目前全国装机容量最大
的，年发电能力 8000万度低浓度瓦
斯电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37.8 万
吨。也是全国唯一利用低浓度瓦斯
发电机组余热尾气发电的电厂，被
国家发改委确定为陕西省首家 CDM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根据规划，集团
公司还将陆续在胡家河、小庄、文家
坡等矿井配套建设低浓度瓦斯电
厂，使矿区瓦斯发电装机容量最终
达到 5 万千瓦以上，届时将形成全
国规模最大的低浓度瓦斯发电产业
集群。

从黄河之滨的司马迁故里到桥
山之畔的黄帝陵；从物产丰饶的关中
沃土到陕北黄土高原，陕煤化集团始
终肩负着保护驻地环境、造福三秦百
姓的社会责任。已经开展的这些项目
以其耗能较低、热能利用率高、节水
效果明显、环境指标优良、经济效益
可观等优势为煤炭深加工利用开辟
了新的途径，对煤炭资源高效清洁利
用产生深远影响。

“十一五”期间，陕煤化集团通
过投资新建、收购兼并、内部重组等
多种形式，在原来仅有的 10 多个煤
炭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发展到拥有全
资、控股、参股企业 60 多个，形成了
煤炭、煤化工两大主业和电力、物
流、装备制造、建筑施工、金融服务、
绿色健康等相关产业多元互补发展
的产业格局。

立足于煤炭开发这一基础产
业，集团先后开工建设了红柳林、
张家峁、黄陵二号胡家河等一批千
万吨级现代化矿井；通过整合地方
资源，建设或升级改造了榆阳、孙
家岔、建庄、建新等 4 个地方煤炭
资源（煤矿），一举使得全集团煤炭
产能突破 1 亿吨 /年。同时，对老矿
井中具备资源条件的矿井实施了产

业升级改造，使采煤机械化水平提
高到 96%以上。煤炭生产结构和安
全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
2011 年，陕煤化集团再次新增了
225 亿吨煤炭资源储备，取得了小
保当一号、二号、榆阳矿区曹家滩
等约 225 亿吨煤炭资源的开发权，
规划拟建的王峰、西卓、山阳等 14
对矿井，全部进入了国家规划项
目，为“十二五”、“十三五”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在煤化工方面，围绕原有化工企
业产业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集团
先后实施了陕化工艺系统技改、陕
焦 70万吨焦化、渭化 11 万吨醋酐联
产醋酸等 7 个项目。围绕陕北新兴
煤基产业升级，重组北元化工、天元
化工、富油科技等 3 个民营企业并

对之进行了扩能改造。依托韩城、黄
陵配焦煤煤种优势，走特色资源深
加工路线，建设了韩城、黄陵各 500
万吨焦化及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
目。围绕北元 PVC 项目及天元煤焦
油加氢制油项目，发展上下游配套
产业。积极推广示范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甲醇制烯烃技术，启动了蒲
城 68 万吨 DMTO 和彬长 60 万吨
DMTP等 2个现代煤化工项目。值得
一提的，集团公司还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开工建设阿根廷火地岛 80
万吨天然气制尿素项目和吉尔吉斯
中大中国石油公司炼油项目，极大
地拓展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充分发
挥了煤化工产业在集团各版块中的
主导作用。

在多元产业，积极实施集团内部

产业板块整合。2011 年，陕煤化集团
按照“集团发展多元化，产业运营专
业化”的思路，加快企业内部改制重
组步伐，在已完成建筑施工、重工装
备专业化重组的基础上，又先后组
建了生态水泥、管道物流、技术研究
院、实业集团、物资集团和化工事业
部等专业化板块公司，形成了专业
化管理为主、区域化管理为辅的大
集团体制，更加有利于产业链条的
联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明确的产业定位和合理的产业
布局，使陕煤化集团不但提高了生
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形成较大规模
优势，而且整合了相关技术、人才等
发展资源，提升了发展实力，各个板
块的交叉进入，优势互补，为低碳经
济的发展搭建了优越的平台。

发展循环经济 推动产业升级

明确发展定位 优化产业布局

能源产业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
集型产业，陕煤化集团成立以后，迅速
启动超过 70个重点建设项目，这些工
作所需资金近 800亿元。可以说：能否
筹措到企业发展所需的千亿元资金，
将决定陕煤化集团以后的成败。

解放思想的空间有多大，企业发
展的空间就有多大。近年来，陕煤化集
团积极创新融资机制，广泛拓展融资
渠道，形成了陕煤化集团相对固定的
融资通道和基本成熟的融资模式，破
解了企业融资瓶颈。

在融资方面，陕煤化集团主要走
了“三步棋”。第一步棋是通过资本市
场运作，积极开拓债务性直接融资渠
道。从 2006年至今，已经累计发行公
募票据 170多亿元。在成功发行公募
票据的同时，集团的直接融资也取得

重大突破，2011年 7月，集团发行了
50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成
为全国首家利用这一最新融资工具实
现融资的地方企业。第二步棋是不断
拓宽间接融资渠道。近几年，陕煤化集
团在积极做好传统银行信贷，取得银

坚持改革创新 破解发展瓶颈

2011 年 ，
陕煤化集
团销售收
入 突 破
700 亿元，
继续保持
了“每两年
翻一番”的
跨越发展
态势

综合利用的
煤矸石发电厂

全面构建中的
大物流体系

实力过硬的
建筑施工企业

发展振兴的
钢铁产业

荨安全节能环保的
现代化煤矿

银环境优美的
花园式化工厂

技术先进的
装备制造业

行综合授信额度 930亿元的同时，不断开创新型融资方式。先后通过
保险资金债权融资、发行各类集合理财信托融资计划、开展金融租赁
业务等，累计融资近 200亿元。实现了对传统融资方式的有效补充。
第三步棋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以较少的资金撬动大项目，实现互
利多赢。“十一五”期间，陕煤化集团创造了与央企合作的“三峡”模
式：引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投资 180亿元，合作建设蒲城 180万
吨甲醇及下游产品深加工大型清洁能源化工项目。还通过重组民营
企业，创造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营的“北元模式”，引领民间资本
向国家倡导的产业方向投入，使北元化工公司、神木天元化工公司、
神木富油化工科技公司等一批煤化工企业迅速壮大并发挥效益。

去年以来，陕煤化集团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手段，通过
多个平台、多种方式累计融资 400多亿元。陕煤化集团公司筹划组
建的财务公司也在去年获得了中国银监会的批准，这是陕西省第一
家企业财务公司，它的成立将最大限度地盘活集团内部沉淀资金，
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资金管理和抗风险能力。此外，伴随着陕煤股份
的上市，陕煤化集团近年来累计融资将达到千亿元，为跻身世界 500
强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除了融资创新，近年来陕煤化集团在科技创新方面也成绩斐
然，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兴企”战略，不断开发煤化工前沿技术。“十
一五”期间集团建立了 1个国家级实验室、1个国家与地方联合共建
工程中心、2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8个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完成科技成果 178项、拥有有效专利 34项。在矿
井安全治理、煤制烯烃、粉煤催化干馏、煤焦油综合利用等数项科研
成果。其中由该集团主导开发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新一代甲醇制
烯烃(DMTO-域)工业技术被评为 2010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依照“科技开发产业化”的思路，陕煤化集团计划在“十二五”期
间投入不少于 120亿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科技创新工作，力争为“十
二五”期间的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支撑条件。
“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发展核

心竞争力所依、发展后劲所在、前途命运所系，未来几年，我们要把
陕煤化集团打造成为具有自主技术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用科
技创新作引擎实现新一轮跨越发展。”华炜向记者介绍说。

豪情绘蓝图，号角催征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的远景目标是，到
“十二五”末，完成投资 2000亿元，实现煤炭产能 2亿吨，销售收入

2000亿元，并跻身世界 500强。已经过去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我们已
然见证了一艘亿吨级能源航母的崛起之路，未来，他会继续高歌在
风光旖旎的航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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