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03月09日 星期五
编辑：江丞华 E-mail：jianghehong@sina.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河北经济纵横

2012年 2月 25日，河北省住建厅公布保障房示范项目评
选结果，共计 19 个示范项目上榜，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棚户区
改造小区新城花园被选为省保障房示范项目之一。

据介绍，新城小区是峰峰集团棚改重点工程项目，工程总
投资 5亿元。分为南区和北区。规划楼房 74栋，可供 4367户
居住。该小区住宅规划引入先进设计理念，应用住宅建筑先进
技术，改善住宅使用功能，与推广建筑节能相结合，是集住宅、
中心花园广场为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小区。

棚改工程启动伊始，峰峰集团即根据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和煤炭行业资源不
可再生的特点，为职工利益长远考虑，集中连片开展棚户区建
设，以天择公司、一矿、二矿、机关小区、五矿为中心，沿鼓山中
街建成峰峰矿区的北城新区，同时对羊东矿、孙庄采矿公司、
马头洗选厂以临近矿区和马头城区等进行棚户区改造建设。
聘请专业规划设计院校对棚户区整体进行全面规划设计，采
用了 15种户型供广大职工选择。

棚户区改造项目作为峰峰集团当前最大的民心工程，坚
持居住水平和居住环境双改善的原则，同步安排各棚改小区
的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绿化、美化、垃圾排放等市政工程
建设。对新建小区引入物业公司对其进行社会化物业管理，为
回迁居民提供人性化、亲情化和周到细致的服务。

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企业形象、公信力。峰
峰集团严格执行国家各项管理规定，强化招投标、合同、质量、
资金、配套、验收“六个管理”，落实勘察、设计、施工、建材、监
理“五个环节”。 抓好源头质量控制，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对
施工现场进行质量检查和考核，杜绝各类质量问题的发生，确
保交付的各项工程为放心工程和优质工程。

高标准的绿色新居让几代峰煤人喜圆安居梦。走进新城
花园小区、羊东矿生活区，只见道路整齐，草坪铺地，生活设施
齐备，环境清静舒适，小区内供热、供水、供电、天然气、通讯、
有线电视、宽带、太阳能热水器、绿化等市政设施配套齐全，俨
然一座幸福园。

截至目前，峰峰集团已有天择公司、一矿、二矿、新城花园
等 9个小区开工建设，一座座高标准绿色示范新居正在峰峰
矿区大地上拔地而起。 （杨艳强 牛世杰）

张国伟 本报记者 王军

峰峰集团上演“弯道超车”

2011年，河北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原煤产量完成 3000 万吨，同比增加
1000万吨，精煤产量完成 1136万吨，
同比增加 93万吨，营业收入完成 820
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发展
质量、效益增速位居邯郸市各大企业
首位，实现了“十二五”发展的精彩开
局。

百年峰峰的“惊人一跳”，跳出了
企业发展的新高度，积蓄了十足的转
型力量。更值得深思的，是折射了能
源企业科学转型的新样本。

科学转型：
打破 GDP崇拜
以煤起家的峰峰集团，计划经济

时期是全国最早一批进入千万吨的
煤炭局，国内十大煤炭生产基地之
一，新时代如何转型，冲出成长的“壁
垒”意义格外深远。
“既要经济增长，更要绿色科

学”。峰峰集团目标深远，突出“质量、
效益、安全、稳定”四大主题，全面建
设现代化能源化工集团。

观念一转天地宽，求快更需求
稳。峰峰集团提出了建设强势发展新
峰峰、绿色生态新峰峰、充满活力新
峰峰、安全高效新峰峰、文化繁荣新
峰峰、和谐富强新峰峰的系列理念，
科学布局发展战略，力求在企业转型
路上实现“弯道超车”。
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产

出和效益，是科学发展的目的，也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落脚点之一。确

立发展愿景，统筹兼顾产业，深度融
合观念，使得科学转型已经成为峰峰
集团上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转型路上任务繁重，峰峰集团提

出了一系列发展目标，并予以有力实
施：强势发展，巩固全国第二大焦煤
生产基地，追求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
制发展；强调绿色生态，追求高碳产
业低碳运行，实现资源综合循环利
用；创新体制机制，确保管理科技领
先，确保企业充满活力；打造文化品
牌，推动企业与自然和谐相处、企业
与职工共同发展，企业发展成果最大

限度惠及民生。
如今，峰峰集团已稳稳占据全国

焦煤产能第二把交椅，集团的多元发
展令人振奋：物流产业荣登全国百强
第 8位，成功下线全国首套大型露天
采煤成套装备，十个单位被评为中华
环境友好企业，峰峰集团获得全国

“中华环境友好示范矿区”三甲之一。
集团大力发展煤化工、煤电、煤

建材、煤层气发电循环经济产业链，
建设现代化能源化工集团。以中澳培
训基地为龙头，打造工业旅游观光基
地、物流中转基地、生活服务基地、培
训实习基地，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
新型产业规模化，走出了一条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速度快、质量
效益好的集约化效益型发展道路。

随着企业调结构、转方式的深
入，一直以煤自居的峰峰集团通过转
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突破，使得“黑

色”产业成功实现“绿色”转身，矿区
的环境大为改观，风景这边独好。去
年以来，随着各大媒体记者走进峰峰
集团，“峰峰煤矿不像矿”、“走，到峰
峰集团去旅游”、“卖炭翁的华丽转
身”、“棚户区居民乔迁新居”等各类
报道不断见诸报端，集团获得河北省
“双三十”节能减排考核优秀企业。

主业突破：
原煤产量 3000万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产能是发展
之本。中国煤炭行业提出将在“十二
五”建设 8—10个 5000万吨级大型
煤炭企业，这对所有煤炭企业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峰峰集团如何在内
外挑战面前提升产能，路在何方？

峰峰集团认为，产能是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坚强保障。“坚持内涵发展
与外延扩张并重，才能提升煤炭基础
地位。”董事长陈亚杰表示。

峰峰集团针对煤炭主业开出发
展良方：本部矿井精采细收，稳产高
效；外埠矿井加快改造，资源扩张。
“由内到外”,“内外兼修”的两条腿走
路战略使峰峰集团的发展道路越走
越宽。

依托科技创新和外扩战略，峰峰
集团对煤炭主业做出根本性调整，由
开采本埠煤田向开采外埠煤田转变，
由大量开采可采储量向开采呆滞储
量转变。

从 2011年开始，峰峰集团确立
了打好“外埠资源整合、开采工艺技
术攻关、棚户区改造和稳定”为主要
内容的“三大战役”，力求“十二五”末
产能达到 6000万吨。

近年来，峰峰集团依靠科技进
步，积极挖掘和盘活资源存量，在工
作面、掘进头大力推广自动化监控技
术和装备，推广充填采煤、薄煤开采
等新技术，近两年来共采出“三下”压
煤 827.96万吨。综采工艺和装备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综采、综掘机械化程
度分别达到 93.6%和 34.4豫，工作面
单产同比提高 2000吨/个·月，采煤工
作面效率同比提高 0.2吨/工。

立足本部，放眼省外，以增产增
效支撑外埠整合扩张，以省外资源开
发承接本部战略接替，峰峰集团外埠
煤炭基地建设现已初具规模。

2011年 8月 1日，峰峰集团正式
入住南疆“煤都”新疆拜城县，着力打
造南疆地区最大的焦煤基地。2011年
9月份，围绕大倾角开采难题，峰峰集
团在山西大远煤业率先启动大倾角
开采战役，57度的首采工作面开始了
安装。

以内蒙古、山西、青海、新疆为主
战场，峰峰集团打响资源整合扩张战
役，加速生产准备，煤炭主业逐步形

成纵贯河北，横跨山西，北延内蒙古，
西拓新疆的产业布局。

据了解，近年来，内挖外扩战略
使峰峰集团新增煤炭储量 3.18亿吨，
2011 年外埠产量更是达到 1300 万
吨，占集团公司总产量的 43豫。

按照规划，峰峰集团力争 2013
年外部产能达到 4000万吨，“十二五”
末形成 6000万吨产能规模，跃居全
国特大型煤炭企业行列。

多元发展：
非煤产值 70亿元
“主业突出，多元并举，创新驱

动，跨越发展”是峰峰集团发展的指
导方针。集团坚持主导产业与相关产
业并举，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走具有
峰峰特色的绿色循环发展道路。峰峰
集团的一主多元架构，带动了发展的
百花齐放。

如今，峰峰集团的化工产业已初
具规模，煤电产业健康发展，物流产
业实现突破，装备制造产业问鼎高
端，多经集体产业发展强劲。全年非
煤产业产值完成 70亿元，比上年增
长 59豫。多元产业良性健康发展推动
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峰峰集团在推行外拓战略、壮大
煤炭主业的同时，以电力、煤化工、装
备制造、多种经营、物流为主的非煤
产业发展也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
流的喜人景象。

为实现煤基链条的进一步延伸，
峰峰集团大力发展煤电、煤化工产
业。

电业分公司紧紧依靠国家产业
政策，依托集团公司资源优势，所属 4
座煤矸石热电厂不断强化低热值燃
料及水、汽、渣的有效利用，努力提高
煤炭资源附加值。薛村电厂实现了燃
料煤由“原煤+矸石”向低热值的“洗
混煤+矸石”转变，既节约了能源，又
降低了燃料成本。

瞄准冀南最大的煤化工基地，峰
峰集团化工产业确立了“以焦为辅、
以化为主、效益优先”的生产经营策
略，成功建成煤化工两期工程，2011
年全年生产焦炭 188万吨，甲醇 8.4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39.8亿元，利润
1360万元。

以天择公司为核心的机械制造
产业，克服历史遗留问题多、市场竞
争激烈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大
力开展“效率革命”，积极构建工效、
成本、质量三大对标体系，发展步伐
得到进一步加快。

如今，天择公司的四个产品获得
中国工业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称
号，自主研制的露天采煤成套装备成
功打入内蒙古、新疆等地市场，引领
了我国露天开采工艺发展方向。公司
位居中国机械 500强第 385位，荣获
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称号。

物流产业实现新突破。峰峰集团
整合内蒙古萨拉齐新兴煤炭集运站，
租赁鄂尔多斯鑫聚源煤炭物流园区，
销售顺利延伸到了有色金属、制管、
洗选、物流等行业，提高了市场占有
率。全年物流收入同比增加 106 亿
元，增长 19豫，占集团总收入的 79豫。
集团公司位列全国物流百强企业第 8
位，步入国内物流强企行列。

如今，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峰峰集
团催生企业转型升级、促进跨越式前
进的内生动力，引领企业在科学、快
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高速运行。

近日，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成功注册“峰峰焦煤”商标，并获
得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第 6814309号和第 6814310号
商标注册证。商标核定商品类别包括无烟煤、煤球、泥炭块（燃
料）、泥煤球（燃料）、煤、泥炭（燃料）、焦炭、煤屑（燃料）等，专
用期限为 10年，将进一步提振峰峰集团全国第二大焦煤基地
的认知度。

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老话在
煤炭产品市场正逐渐被颠覆，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再好的
煤炭产品，没有名分也难以做大做强。因此，峰峰集团实施煤
炭品牌战略，注册“峰峰焦煤”商标是积极参加市场竞争的必
然要求。

据了解，峰峰集团是一个具有 130余年开采历史的老企
业，随着煤炭资源的减少，以往依靠销售原煤的做法制约了企
业的发展。对此，该集团提出实施“精煤战略”的构想，加快了
从卖原煤到卖精煤的转变，逐步构建了合理的产品结构，提高
了产品附加值。2010年，峰峰集团原煤产量完成 2000万吨，
同比增加 579万吨；精煤产量完成 1040 万吨，同比增加 282
万吨，增长 37豫，跃居全国第二大焦煤生产基地，“峰峰焦煤”
品牌叫响全国。

峰峰集团本埠、磁州煤业所属峰峰煤田，煤种丰富，是全
国炼焦煤的主要产地之一，主打产品焦煤在国内甚至国际上
更属稀缺煤种，被誉为“工业精粉”。为凸显峰峰焦煤品牌优
势，峰峰集团全力开展精煤产量政策调整。从入洗原料煤入
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强对入洗原煤调运和洗煤生产的
监控和调度，实行日调度、周协调、月例会制度，及时平衡解决
精煤生产调运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实现超产超调，该集团制定
了精煤超产和原煤超调工资奖励政策，对入洗矿和洗煤厂超
调超产部分吨煤以及洗煤厂超额完成精煤回收率的实行奖
励，极大调动了入洗矿和洗煤厂保煤质、提煤质的积极性。

近年来，峰峰集团马头洗选厂持续进行技改，提升自动化
水平，打造出“零缺陷洗煤工艺”。该厂通过应用无线网络及无
线传感器技术，拓宽检测系统的范围，将综合视频调度指挥系
统和控制系统进行融合，通过综合自动化全面实现远程控制、
监测、维护和故障诊断，初步实现生产的全自动化控制。

自 2011年 2月 11日至 9月 12日，仅仅半年多时间，峰
峰集团邯郸洗选厂成功完成脱泥无压三产品全重介选煤工艺
技改工程。这项总投资 8500多万元的技改项目，包括重介工
艺改造、低压配电改造、生产集中控制改造、工业监视系统、生
产调度通信系统五项重点工程。技改完成后，中煤损失由传统
工艺的 10%左右下降到 3%左右，精煤产率提高 2%，全年将
增产精煤 8万吨以上，年可创效 1亿元以上。
“峰峰焦煤”商标的注册，使得峰峰集团精煤品牌战略再

次迈出坚实一步。2012年，峰峰集团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
化资源配置，重视产品质量，从生产源头抓煤质，进一步改进
洗选、筛分工艺，着力打造“峰峰焦煤”这块金字招牌，提升企
业经济效益，为实现企业“十二五”第二步发展战略奠定坚实
基础。 （杨艳强 沈宗盼）

峰峰集团
擦亮“焦煤”金字招牌

峰峰集团
建设高标准绿色示范新居

国内最大功率的露天采煤成套设备

煤炭主业科技进步装备精良

国内领先的现代化洗煤厂 焕然一新的棚户区改造小区———新城花园

国内领先的 6.9米顶装焦炉

———原煤产量同比增加 1000万吨，营业收入完成 8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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