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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军

石家庄机场：打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这是一组振奋人心的对比数

据。
2008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客流量首次突破百万，2010 年达到
264万，同比增长 106%，2011 年达
到 402万人次，同比增长 48%，连续
两年增速居全国省会机场第一，而
2011年全国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同
比增长只有 8.2%。短短 3年间,石家
庄机场客流量翻了两番，创造了中
国民航业内独有的“石家庄机场发
展模式”。

在石家庄机场跨越发展的历程
中，河北机场管理集团积极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打破常
规，大力实施“大众化、差异化、精细
化”三大战略，努力打造中国低成本
枢纽机场，构建“沟通南北、通达东
西、延伸海外”的航空网络，为建设
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政府支持，强力推动，
明确民航优先战略

长期以来，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石家庄机场发展，特别是 2010
年以来全省上下思想高度一致，把民
航事业提高到了富民强省的战略高
度，明确了民航优先战略。省领导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快石
家庄机场发展建设的目标任务、政策
措施，并多次到国家有关部委就河北
民航发展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不但大大提升了社会各
界对民航业的关注度和石家庄机场
的影响力，而且在全省上下营造了发
展民航的良好氛围。在省政府的强力
推动下，民航优先发展战略获得全社
会的认可，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很短时
间内也相继出台。

2010年 4月河北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发
展的意见》，之后省政府又相继出台
了《关于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因公出
差人员从省内机场往返的通知》、
《关于利用网站加强民航宣传的通
知》、《石家庄航空货运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2010
年 4月 26日，河北省政府召开历史
上第一次全省民航工作会议，此次
会议明确了全省民航工作基本思路
和总体目标，并提出了加快推进民
航事业快发展、大发展的具体举措，

确定了民航“优先发展、强力推进”基
本战略，进一步统一了民航是增强
区域经济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促
进产业升级“助推器”的认识，对河北
民航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统一思想，凝神聚智，
努力打造低成本枢纽机场

2010年以来，河北省政府关注
民航大发展、快发展的决心前所未
有，出台的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
这是石家庄机场抢抓机遇、赶超跨
越的绝好时机。如果错过，不但拉大
与周边机场发展的距离，而且很可
能被彻底的边缘化。因此，2010年以
来石家庄机场全体干部员工把思想
和干劲统一到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统一到运输生产的目标任务上
来，凝心聚智，攻坚克难，旅客吞吐
量实现了 2010 年的翻番，并且在
2011年突破 400万人次。全体员工
更加坚定了石家庄机场在“十二五”
末跨入全国千万级机场行列的信心
和决心。更重要的是，石家庄机场人
在艰巨任务面前经受了风雨洗礼，
锻炼了队伍，提高了士气，磨练了意
志，在“三千精神”的基础上又充实
了“自强不息、奋发创建、攻坚克难、

先辟经纬”的“翻番精神”，这是石家
庄机场人敢打硬仗、永远向前最重
要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面对京津及周边机场的迅速扩
张，石家庄机场虽为国内干线机场，
但航空市场覆盖范围仅局限于冀中
南一带，可以说石家庄机场的发展
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拓空间。石家庄
机场要发展壮大必须转变思路，打
破常规。在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
政策之后，特别是李家祥局长提出
的“民航强国”战略后，石家庄机场
结合实际，明确提出发展战略和目
标，即“三大战略”；“一个目标”；“三
大战略”指大众化、差异化、精细化，
“一个目标”指打造中国低成本枢纽
机场。这个发展定位是河北机场集
团在石家庄机场发展战略上的一次
突破和升华，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也是河北省政府、中国民航局大力
支持的结果。

2010年 6月 28日，中国民航局
与河北省政府签署《关于加快推进
河北民航发展的会谈纪要》，双方决
定共同加快石家庄机场建设，支持
石家庄机场作为航空大众化研究试
点，将石家庄机场建设成为华北地
区高效、便捷、通畅、安全的航空运
输枢纽机场和首都机场主要分流、

备降机场。这是全国第一个大众化
试点。

同时，石家庄机场积极联系低
成本航空公司，加快引进低成本航
空公司基地建设，2011 年 2 月 28
日，春秋航空与省政府签署《共同推
进河北航空运输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6月 30日，春秋航空首架飞
机入驻石家庄机场，春秋航空石家
庄基地正式运营，这也是春秋航空
在全国建设的第二个基地。目前春
秋航空在石家庄机场通航城市达到
9 个，2011 年客流量达到 80 万人
次，比 2010年增长 167%，成为石家
庄机场载客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构建网络，服务民生，
惠民航空走进大众

多年来石家庄机场发展面临最
大的问题就是运力，要实现翻番、升
级转型必须紧紧抓住运力引进这个
中心环节。石家庄机场加强了与川
航、南航、东航、河北航、春秋航等 20
余家航空公司的联系，着重加大与
基地航空公司的合作力度。2011年
执行航线 66条，通航城市达到 44
个；2012年石家庄机场还将进一步
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重庆、

杭州、南京、西安等骨干航线，争取
开通至贵阳、兰州、合肥等省会城市
航线，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同
时积极联系支线航空运力，构建覆
盖东北、内蒙古、西北、环渤海经济
圈以及中原经济圈的石家庄机场支
线航空网络，2015 年石家庄机场年
客流量确保达到 1000万人次。

石家庄机场充分调动社会代理
和旅行社的积极性，加强航空销售
合作，深入保定、邯郸、衡水等周边
地区挖掘、开发航空市场，走访旅行
社、大客户及企事业单位。从每年春
季开始，石家庄机场将在周边地区
举力航空惠民推介活动，持续不断
营造为民航发展造势、提气。除此之
外，石家庄机场还大力推广河北红
色旅游产品，并不断推出惠民航线，
吸引更多旅客乘机出行。如“体验
飞”、“海滨游”、“草原游”等特色产
品，大力发展“体验经济”。

石家庄机场以“从家飞”品牌建
设为抓手，提升机场整体服务质量，
以服务优势弥补区位劣势，积极构
建便捷的地面交通网络。自 2010年
以来，石家庄机场陆续开通了至保
定、邢台、邯郸、衡水、沧州的免费旅
客直通车。2011年，石家庄机场又开
通了至阳泉、北京的团队旅客班车。
目前，石家庄机场开通了机场至周
边地区的 30多条旅客班车线路，初
步构建了以石家庄机场为中心、覆
盖冀中南、涵盖山西阳泉、河南安
阳、北京等地区的地面交通网络。

2011年，石家庄机场继续秉持
航空惠民、服务民生的理念，进一步
延伸航空服务，相继在保定、邢台、
沧州建立城市候机楼，2012年初，石
家庄机场第一个县（市）级城市候机
楼———定州城市候机楼运营，这是
河北机场集团将航空服务向经济发
达县（市）拓宽的第一步。今年，机场
集团还将在衡水及经济发达的县
（市）建设城市候机楼。

同时，石家庄机场积极提高中
转服务保障能力，2011年开通了 45
条中转国际航线，春秋航空公司推
出了 16条经石廉价中转航线，基本
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程
登机的服务。

服务社会，效应显著，
经济发展支撑作用明显

机场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还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和增长
极。石家庄机场的跨越发展为河北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

2011 年以来，台湾国祥制冷扩
大了在石家庄的投资规模，香港青
年企业家代表团等多个团队先后访
问石家庄。一些国际和地区航空公
司也纷纷将目光转向石家庄机场，
马来西亚、爱沙尼亚等多家航空公
司来河北考察，就开通国内外航线
达成共识。法国运豪时代投资有限
公司计划投资 5亿元，在空港工业
园区建设 “运豪国际空港经济园
区”，同时开辟荷兰、法国至石家庄
的货运航线。德国汉诺威机场来石
家庄机场考察后，希望开通上海-
石家庄-莫斯科-汉诺威的联程货
运航线，为德国生产的汽车零件、机
械配件和电子元件等高附加值产品
寻找华北地区航空货物集散窗口。
12月 29日，香港-石家庄定期货运
航线开通，每周 5班。该航线的开通
结束了石家庄机场没有定期货运航
班的历史。2012年，石家庄机场将
陆续开通至韩国仁川、土耳其、德国
帕西姆等欧亚定期国际货运航线，
开创石家庄机场国际货运发展的新
局面。

据民航局研究表明，我国机场
每百万航空旅客吞吐量可产生经济
效益总和 18.1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5300个。2010年石家庄机场为全省
创造社会效益 50多亿元，相关就业
岗位 2万余个，航空旅旅游人数首
次突破百万，同比翻了一番。在航空
大众化试点的推动下，石家庄机场
在多条航线上推出“惠民航班”，大
幅降低了社会成本，2010年机场价
格水平同比下降 20%，惠及旅客 50
万人次，节约社会成本 6.4 亿元。
2011年石家庄机场票价总体水平同
比下降 10%，惠及旅客 91万人次，
节约社会成本 9亿元，以年旅客吞
吐量 402万人次计算，为全省创造
综合社会效益 112亿元，相关就业
岗位 3.3万个。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石
家庄机场将继续利用“十二五”战略
机遇期，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发扬
“三千”精神和“翻番精神”，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确保“十二
五”末石家庄机场跻身“千万级”机
场行列，成为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和对外开放的“新支柱”。

石家庄国际机场效果图

大功率岩巷掘进机 宋春耕/摄

（上接第四十五版）
2011 年 5 月份开始，工作面产

量稳步提升，10 月份以来始终保
持在 10 万吨以上水平，2612 工作
面终于迎来了成功使用的标志性
时刻！

与 此 同 时 ，21101 工 作 面 在
285 米长、有 5 条断层的困难条件
下连创高产，开创了华北地区最长
工作面管理的典范，不仅扭转了原
煤生产长期被动局面，而且鼓舞了
士气，振奋了精神。

高瓦斯难题之解

2011 年，随着生产区域向深
部水平延伸，高瓦斯条件已经成为
东庞矿各项工作遭遇的首要问题，
受影响尤为突出的是煤巷掘进工
作，掘进单进水平受到严重制约。

据悉，为制定出一套在高瓦
斯条件下保持高效正规循环的掘
进作业流程，东庞矿生产、技术、
地测、通风等有关矿领导、职能科
室和基层区队负责人秉灯夜谈，
对“高瓦斯条件下提高掘进单进
水平”的攻关课题反复探索、论
证。
课题攻关进入了关键期。地测

科超前探测，优化高瓦斯条件下煤
巷正常掘进的工艺流程；通风区增
强对瓦斯状况的分析，合理加大掘
进头风量；技术科优化计划安排，
确保生产组织正规循环。同时成立
以主管副矿长为组长的现场跟班
小组，科学指挥，强力推进。
机掘一队在-480 北翼二期回

风巷和轨道巷施工作业中，克服瓦
斯异常、煤层中夹矸较厚、掘进战
线长等诸多困难，从交接班、隐患
排查、割煤、支护、打钻到延皮带、
拉机尾，确保每一环节都严格按照
规程措施施工，以 472 米的傲人成
绩创高瓦斯管理以来月度进尺最
高纪录；钻机队根据生产实际，在
职工中积极组织开展“争做钻探战
线上的急先锋”活动。孔维强小组
在 21004 下巷进行异常区钻探，实
现当班累计安全进尺 101.5 米，创

该队历史新高。
有人说：管理就是行动，行动

就是力量。事实亦是如此。
8 月 17 日，东庞矿实现安全

进尺 53.6米；8 月 18 日，实现安全
进尺 57.7米；8 月 22 日，实现安全
进尺 66.2米。在一周时间内，东庞
矿连续三次刷新矿井日进尺新纪
录，全月实现安全进尺 2604 米，
“高瓦斯条件下提高掘进单进水
平”攻关课题取得突破进展！

推进安全生产创新之路

2011 年年初，东庞矿安全生
产形势一度较为严峻：溜渣冒顶严
重，机电事故频繁，产量一直在月
产三、四万吨水平徘徊，质量标准
化严重滑坡。职工信心不足，情绪
低落。
“东庞矿必须打一场漂亮的安

全质量标准化翻身仗，干多干少，
必须干好！”东庞矿安全质量标准
化工作理念迅速成为全矿广大干
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和行为准则，东
庞矿逐步走出了一条“全面夯实，
重点治理、整体推进”的安全质量
标准化创新之路。

东庞矿首先从领导干部的工
作作风抓起，在党员干部中明确提
出“不抓质量标准化就是渎职，抓
不好质量标准化就是不称职”的思
想。东庞矿全体矿领导 24 小时吃
住在矿，实行矿领导分片保区队措
施，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员工的工作
斗志。

规程制度再科学、再合理，没
有严格的贯彻落实，安全质量标准
化工作将无从谈起。东庞矿按照职
责分工，从矿长到一线职工实行全
员全方位安全质量标准化承包制
度，层层落实责任。在各基层区队
开展巷道成型、正规循环等七项专
项整治，实行严格的“双跟踪”管
理，使员工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
实现了双提升。

据了解，东庞矿将 2011 年确
定为“规章制度制订和严格落实考
核年”，严格制度落实。新开工的

采掘工作面首次验收必须达到安
全质量标准化的标准，否则不准开
工生产。各区队严格执行班前会、
班前集体宣誓、集体排队入井、现
场交接班等程序工作链管理，以
“全员现场安全质量评估”为主线，
对各工种、各岗位进行工作情况的
全面掌控。
截至 2011 年底，东庞矿打造

出了 2612 综采面、12 采区轨道巷
等精品工程，选树了西庞井、机掘
一队、综放队、机掘三队等标杆单
位，带动了质量标准化的整体提
升。在公司质量标准化验收中排名
第一，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瓦斯综合治理新方向

“瓦斯不治，矿无宁日。我们必
须要痛下决心，闯出一条瓦斯综合
治理的新路子，把东庞矿打造成为
全国瓦斯综合治理示范矿，确保矿
井长治久安。”在 2011 年 3 月份，
东庞矿明确提出了瓦斯治理的目
标，东庞矿瓦斯综合治理的大幕全
面拉开。

东庞矿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创
新是企业腾飞的翅膀，为此东庞矿
一次次瞄准国内外瓦斯治理前沿
科技，勇于攀登科技制高点。与华
北科技学院和中国矿大联合开展
的“高瓦斯矿井综合治理体系建
设”研究启动；组建了瓦斯实验
室，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基地；瓦斯
管理由传统的技术和专业层面向
现场管理层面延伸。建立了瓦斯预
警制度，实现了瓦斯治理由“超限
责任追究”向“预警责任追究”的
转变。

可以说，东庞矿的瓦斯治理以
制度说话，靠制度管人。东庞矿坚
持执行瓦斯超限分级追查处理制
度、现场瓦斯异常情况实时监控
制度等各项制度，严格瓦斯预警
分析和瓦斯超限的责任追究，确
保每一项瓦斯管理制度切实落实
到位。东庞矿所有的瓦斯专用回
风巷全部完工，装备和设施完全
按照要求配置齐全。同时投资

2000 多万元，对现有的瓦斯抽放
设备全部进行了升级改造，抽放
能力进一步加强。

到目前为止，东庞矿已连续八
个月无瓦斯超限责任事故，为快速
掘进创造了条件。2011年 8月，东
庞矿创出高瓦斯条件下单队月进
472米的历史新纪录。
成本预算管理新理念

对于企业来说，成本管控体现
的是管理、彰显的是文化、胜出的
是实力。在东庞矿井口分拣中心，
大量的升井物资或者复用或者修
理或者再分拣，一年里创造的效益
有 1000 多万元。

实际上，井口分拣中心只是东
庞矿成本预算管理的缩影。2011

年，东庞矿从多井口、多摊点的实
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划小核
算单元，分灶吃饭”的成本管控新
理念，走出了一条内涵式集约化发
展的创新之路。
据介绍，强调计划的权威性是

东庞矿成本管控亮出的第一剑。该
矿将作业计划与施工组织、材料管
理等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职
能部门的作用：技术科作为技术核
心部门确定每月计划施工地点；计
划科作为牵头部门总结分析上月
计划完成情况，制定下月计划；调
度室将计划与定额紧密结合起来
并严格考核，确保资金投入在掌控
范围之内；各区队时时掌握各种材
料的使用情况，有计划地报批材
料。对于超计划的物资严格执行追
加程序，从源头上减少呆废物资的

形成，强调计划的权威性。
此外，东庞矿成本管控的第二

招是划小核算单元，分灶吃饭。他
们改变以往矿财务统一编制物资
消耗预算、统一支配的老传统，把
“大锅饭”变成了“自家生火、自家
做饭”。对北井、医院、电厂、洗煤
厂、二煤扩延区、机修厂等能独立
核算的单位一律独立核算，责、
权、利相结合，最大限度降低成
本，提高资金投入回报率。西庞井
在材料管理中实行材料消耗与工
资挂钩，节奖超罚，使生产成本大
幅下降，吨 煤 成本 控制 在了
169.34元/吨。

在“面向世界、国内一流、河北
第一”现代化矿井建设的发展道路
上，东庞人将立足新的起点，向更
高的目标继续迈进。

东庞矿安全生产结构路线图

mailto:jianghehon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