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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安徽

与以往不同，今年 9 月，我国
经济和楼市并没有出现火热的“金
九”，10月虽然临近，但“银十”的感
觉依然渺茫。

受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再
加上因煤炭价格下滑而导致的煤
炭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使煤炭建筑
企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面前，以煤矿建设为主业
的中煤矿建，凭借多年的结构调整
和力量积蓄，却仍然保持着全国矿
山建设行业一个快速发展样本的
本色。

9月 21日，中煤矿建董事长、
党委书记赵士兵在记者采访时说，
正是因为诚信的理念、一流的装
备、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队伍，才
使企业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互信
关系，从而使企业提升了化危为
机、克服困难的能力。

中煤矿建：行业样本
杜后强 明梅骅

在竞争激烈的矿山建筑市场，中煤矿山建设集团（简称中煤矿建）的发展速度全国瞩目。2002年，中煤矿建的产值和利润分别为 20亿元和 5000万元。到 2011年，产值和利润却分别达到了122亿元和 5亿元，并连续 6年在全国矿山建设行业排名第一位。
从困难国企，到行业“旗舰”，再到现在的建筑“航母”，中煤矿建用 10年时间，打造出了全国矿山建设

行业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本。
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的非常时期，中煤矿建通过延深产业链条，调整产业结构，强化

经营管理等措施，化解市场萎缩和银根收紧所带来的压力，实现了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平稳发展。

10年的发展，使中煤矿建成为全国矿山建设行业的样
本。那么，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煤矿建能否继续保持一个
样板企业的本色？

对此，赵士兵董事长认为，由于银根紧缩和煤炭行业效
益下滑，与众多企业一样，中煤矿建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
金问题。他说，破解方法有两条，一是与战略客户建立更紧
密的关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减轻压力；二是运用结
构调整的成果，抓住铁路建设市场的松动和部分城市建设地
铁的机遇，分散压力。

赵士兵董事长说：“只要广大职工充满信心，集团上下
联动，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进一步提高六大建筑板块的市
场竞争力，充分发挥规模和资质优势，中煤矿建就一定能继
续保持样板企业的本色！”

其实，在2011年，中煤矿建的领导层就意识到了将要面
临的形势，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矿山建筑行业发展的
趋势，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 《“十二五”发展
战略与规划》。

按照规划，在“十二五”期间，中煤矿建将进一步加快
科学发展的步伐，做到以人为本，实现规模发展和集约发展
并重，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发展、集约
发展、和谐发展与持续发展。

安全发展，就是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强化风险
防范意识，认真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有针对
性的建立风险防范预警和风险防范应急体系，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防止重大施工生产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减少发展过
程中的颠簸性和曲折性。

集约发展，就是转变企业增长的模式。把通过提高市场
占有率扩大发展规模和挖掘管理潜力、提高经营能力结合起
来，走外延和内涵并重的发展之路，既通过拓展市场来扩大
规模，更要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来降低经营成本，改变企
业粗放经营的现状，走精细化经营之路，实现提高利润，提
升发展的能力。

和谐发展，就是营造稳定发展的环境。将发展成果与职
工共享，提高职工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职工成长成才提供更
多的路径和更广阔的舞台，增强企业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
力。同时，将发展成果回馈社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为社会和谐做出更多贡献。

持续发展，就是增强持续发展的后劲。在保障集团“十
二五”实现安全、集约、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立足争做百年
长青企业，积极开辟新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点，为持续、健康
发展创造条件、打牢基础。

围绕这一目标，在战略重点上，中煤矿建将着力实现三
个推进。

———加快推进战略转型。大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努
力实施好国际化战略，提高国际工程结算收入在企业经营收
入中的比重。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在施工结构上，逐步构建矿
建、公路、铁路、地铁、房建、机电安装六大建筑板块。并
围绕六大板块，配置吸纳资源，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同
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房地产业对集团发展的
贡献力。

为此，中煤矿建今年伊始，便拉开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序
幕：成立中煤特殊凿井有限责任公司，把钻井、冻结等施工
业务进行整合，打响“特殊凿井”品牌；组建中煤第三十六
工程处，进一步壮大矿建主业的施工能力；同时，进一步优
化了土建、地铁等专业施工的资源配置。

———加快推进精细管理。进一步明确集团、子 （分） 公
司和项目部的管理职责，完善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创
新管理手段，改善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管控和盈利能力，
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加快推进资本运作。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加大发行
企业债券的规模，加快上市融资的步伐，积极改善资本结
构，实现由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信贷转向主要依靠社会
资源发展，通过资本运作，做大企业规模，加快发展步伐。

为保障上述规划的顺利实施，中煤矿建还将构建七大体
系，即：以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实施和管理为核心的决策和
监控体系；以推进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体系；以资产
经营和资本运作为核心的经营体系；以实现企业效益持续增
长为核心的管控体系；以保障企业发展需要为核心的人才成
长体系；以保障企业平稳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管理体系；以企
业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赵士兵董事长说，虽然面临宏观经济带来的压力，但中
煤矿建在“十二五”期间的结算收入仍将确定在每年以15%
左右的增幅发展，到“十二五”末，集团收入将超过200亿
元，实现利税超过12亿元，职工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长，逐
步把企业做成行业有引领力、国内有影响力、国际有竞争力
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

矿山建设市场不仅受宏观政策的
影响较大，而且行业内的竞争也日趋
激烈。那么，如果市场萎缩，没有矿建
主业支撑的中煤矿建，路在何方？这是
曾有刻骨铭心经历的领导层近几年来
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此，在做强矿山建设主业的同
时，中煤矿建以同心多元的模式，进一
步对主营业务的施工和产业结构进行
了调整。在此基础上，实施以建筑业为
主营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向
上进行项目开发，向下进行建筑产品

的工业化生产和制造，进一步延伸了
产业链条。

施工结构上，中煤矿建配置大型
盾构设备，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千方百
计提升地铁、隧道和路桥工程的施工
水平，并先后承揽了兰渝铁路、太中银
铁路隧道和沈阳、北京、天津地铁等 30
多亿元的工程，质量和进度在业内都
受到了高度评价。整体收购的安徽开
源路桥公司也迅速做大做强，并打进
了内蒙古、新疆、广西、福建、河北等路
桥建设市场。

在产业结构上，中煤矿建把房地
产业作为第二主业，在原有安徽安厦
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控股了安徽信
德置业公司，并先后开发了合肥颐园
世家和西城山水，宿州时代广场和新
街坊、萧县凤山花园等房地产项目。

在区域结构上，中煤矿建不仅实现
了施工重点由华东地区向西部地区的
转移，还打入了蒙古、印度、老挝、土耳
其和巴基斯坦等国际建筑市场。

同时，中煤矿建还把市场触角延
伸到了采煤领域，先后承揽了内蒙古
乌兰色太煤矿的生产技术服务、山西
蔺润煤矿的技术改造和陕西府谷二矿
的生产采煤项目，成为国内第一个成
功进入采煤领域的矿山施工企业。

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中煤矿建
还投入资金 5亿元，加大了自主研发
力度。为此，设立了矿井建设、机电安
装、地质测量、铁路隧道、公路水运、建
筑材料等专业实验室，拥有了全国煤
炭建设系统首家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
中心、煤矿深井建设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通过自主研发，中煤矿建成功解
决了超大超深井筒施工、千吨以上井
架制作吊装、巨厚冲积层深大井筒钻
井法凿井、液氮冻结法原位修复隧道、
红黏土掘进高效爆破、复杂地质条件
下大断面、大倾角斜井机械化配套施
工、高危矿井安全施工等长期制约国
内外煤矿建设的技术难题。

不仅如此，中煤矿建还创新使用
了“四大一深”立井施工和巷道综掘机

械化作业线，自行研制了世界上钻井
直径最大（13米）、深度最深（1000米）
的 AD130/1000型钻机。目前，中煤矿
建的普通法凿井和冻结法凿井技术均
居国内先进水平，钻井法凿井技术还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近年来，中煤矿建还承担了 2个
国家级课题、10个省级重点课题的研
发任务。主编了《煤矿电器设备安装工
程施工与验收规范》等 5项国家标准，
《煤矿井筒装备防腐蚀技术规范》等 5
项行业标准；主持编写了《钻井施工手
册》和《冻结法施工手册》，参与编写了
《简明建井工程手册》等。

2002年，中煤矿建的产值才 20多
亿元、利润仅 5000多万元。到 2011年，
产值却达到了 122亿元，实现利润 5亿
元，综合实力已连续 6年在全国同类
施工企业中排名第一，职工的人均年
收入也逐年递增 15%以上。

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
煤矿建的技术实力也大幅提升。据统
计，先后创出了 110项省及全国纪录、3
项世界纪录；荣获 3项“鲁班奖”、2项
国优工程奖、100余项省部级优质工程
奖以及 84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32项省部级工法、6项国家级工法、
6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发明专利。

目前，中煤矿建的品牌形象已由
矿山施工，辐射到了铁路、隧道、公路、
桥梁、城市地铁和市政建设等建筑领
域。目前，其市场触角已遍布了全国的
25个省、自治区和部分国际市场，正在
施工的工程项目已达 400个。

10年前，由于国家压缩矿山建设
规模，施工任务不足、资金严重短缺、
职工工资拖欠、社会包袱沉重等困
难，曾使刚迈入新世纪的矿建企业举
步维艰……

困境中，中煤矿建化危为机，抓
住市场转暖和政策性破产两大机遇，
制定全新发展规划，顺利实现了 2003
年打基础、2004年上台阶、2005 年大
翻身的发展目标，并一举扭亏为盈，
也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为扩大矿建主业优势，确保施工
装备和技术水平全国领先，世界先
进，中煤矿建购置了大量先进施工装
备，在井筒施工中，推广了以“四大一
深”为主体综合机械化作业线；在巷
道施工中，使用了煤巷综掘机和岩巷
机械化作业线。

同时，瞄准矿建市场的发展动
向，加强对超深立井井筒和平巷快速
掘进施工技术的研究，不断提高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利用
能力，并使中煤矿建的装备水平、施
工能力和技术含量等均大幅提升。

正是有了“金刚钻”，中煤矿建在
竞争激烈的矿山建设市场竞争中，才
屡创佳绩，备受关注。

在世界第一冻结深井，山东龙固
煤矿副井井筒施工中，中煤矿建针对
地压大、冻涨压力大等不利因素，在
全国率先使用高强度混凝土，并优
质、快速施工了内外双层钢筋混凝土
井壁，经专家鉴定，施工技术国际领
先。

在陕西张家峁煤矿副平硐工程
施工中，中煤矿建运用综掘配套作业
线和平行快速施工技术，先后 4次刷
新全国平硐施工纪录，并在 23.3平方
米的大断面巷道施工中，综掘掘进月

成巷进尺 900米，创国内大断面巷道
掘进速度之最。

在陕西红柳林煤矿斜井施工中，
中煤矿建安全快速通过了矿山建筑
史上从未遇到过的 600 多米的风积
沙带，不仅攻克了复杂地质条件下施
工的重大难题，也为我国沙漠地质条
件下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内蒙古不连沟煤矿施工中，
中 煤 矿 建 仅 用 28 天 就 完 成 了
5463.2 立方米的井下机头硐室工
程，创全国硐室施工新纪录。整个硐
室工程不仅提前 130 天竣工，还被
内蒙古煤炭工业质量监督总站评为
“优质工程”。

在陕西榆林杭来湾煤矿 30101
首采工作面胶运顺槽施工中，中煤矿
建单月进尺 1607.8米，创下了全国综
掘月独头进尺施工新纪录。

在内蒙古满来梁煤矿主、副斜井
工程施工中，中煤矿建克服倾角和断
面大等困难，强化现场管理，精心组
织施工，采用炮掘月成巷进尺分别达
330 米和 428 米，创国内同类工程施
工新纪录。

在山西麻家梁和内蒙古察哈素
煤矿，中煤矿建成功设计并加工安装
了双罐笼和双箕斗改绞，填补了我国
矿山建设行业施工工艺的空白。在山
西塔山煤矿，中煤矿建还将自己创下
的临时罐笼单日提升纪录由 1050 车
提升到了 1324车的新高度……

在内蒙古赛蒙特尔煤矿的副井、
运输和回风三个斜井施工中，中煤矿
建分别创出了全岩炮掘锚网喷月进
尺 321米和综掘成巷月进尺 1208 米
的全国纪录，并实现了当年进点筹
备，当年交付使用。
“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三个斜

井的一、二、三期工程，只用了 14 个
月就具备了年产 500 万吨的投产条
件。”说起工程施工的质量和速度，内
蒙古赛蒙特尔煤矿董事长卢享通非
常满意，“事实说明，我们选择的中煤
矿建是国内最好的施工队伍。”

此外，中煤矿建的千米井筒装备
安装、进口大型设备安装和超大型井
架吊装在全国矿建领域更是独占鳌
头：先后安装了 30多个煤矿千米井
筒装备；承揽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化矿
井———淮南刘庄煤矿的矿区设备安
装；包揽了国内千吨级以上井架吊装

施工，尤其在山西同煤浙能麻家梁煤
矿重 1438吨、高 110米的主井井架吊
装中，第 3次刷新自己创造的井架吊
装世界纪录。
“实践证明，中煤矿建是我国矿

山工程施工先进生产力的最杰出代
表。”中国煤炭建设协会会长安和人、
副会长张胜利在施工工地调研时，对
中煤矿建在全国矿山施工行业的示
范引领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就是
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技术装备和过
硬的队伍，才顽强地抗住了今天的困
难和压力。

做强主业，打造行业“旗舰”

调整结构，构筑建设“航母”

迎接挑战，仍保样板本色

集团施工的连霍高速景观绿化工程

集团施工的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矿井及选煤厂

集团承建的山西潞安屯留煤矿主井系统工程，获鲁班奖

集团 AD130-1000型竖井钻机为亚洲最大的竖井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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