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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万明 本报记者 江丞华

“企业累计投资 1075 亿元，实
现年销售收入 1043 亿元，五年再造
一个新平朔”，伊茂森数次提及中煤
平朔上上下下引以为豪的“双千亿
工程”，这也是中煤平朔的 “十二
五”蓝图。届时，煤与非煤比例将达
到 35颐65，这与目前其非煤产值不足
一成的现状相比，将是个大转型，也
更将是个大跨越。此外，还要带动地
方相关产业增加值 380 亿元，提供
各类就业岗位 1万余个。

伊茂森指出，“产量过亿是中煤
平朔立志做好中煤集团发展的第一
引擎，也是中煤平朔建设大型能源
基地的必然选择。”因为所有平朔人
都清楚，“亿吨平朔”不仅是量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质的飞跃。
“今后要把中煤平朔的发展放

在全省转型跨越发展、中煤集团建
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能源集团
的大格局中，要紧紧抓住山西设立
资源型经济‘综改区’这一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紧扣‘资源型经济转
型’这个改革主题，率先实践产业优
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实
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伊茂森
谈到企业未来发展时表示。

2010 年，根据中煤集团“十二
五”发展规划和山西省转型跨越发
展的要求，在“11456”发展目标的
基础上，经多次反复论证，确定了
中煤平朔“十二五”发展规划，即坚
持高起点、高目标、高质量、高效
率、高效益的原则，全力打造以煤
为 基 础 的 煤—电—硅 铝—煤 化
工—建材工业产业链和以土地绿
化 复 垦 为 主 线 的 农—林—牧—
药—工业旅游生态产业链，大力发
展煤炭、电力、硅铝、化工、建材、物
流、生态农业及工业旅游七大产
业，将平朔公司建成稳产高效的露
井联采亿吨级矿区、高标准循环经
济示范工业园区、最大的煤矸石发
电基地、最大的高端粉煤灰综合利
用基地和全国矿山生态恢复治理
标杆企业。
“走出一条新型煤炭工业循环

发展的新路子，这是我们的战略重
点。”伊茂森对企业的转型发展成竹
在胸。

据了解，该公司近期目标是：将
加快“三主一辅”循环产业链发展，

即，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原煤—洗
煤—配煤—销售”，积极延伸发展
“煤矸石—电力—冶金”产业和“劣
质高硫煤—煤化工”产业，积极探索
发展“复垦土地—生态农业”产业，
通过资源的横向耦合，形成煤炭、能
源、原材料、建材、生态农业的产业
共生体系。

如今的中煤平朔，正在由矿区
向园区转变，高碳向低碳转变，单一
产业向多产业集群化发展转变，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外延型向内涵
型转变，单纯开发资源向多元化资
源综合利用转变，已成为我国目前
资源回收率最高、全员工效最高、矿
山生态治理环境最好、千万吨级矿
井群最集中的露井联采的亿吨级煤
炭企业，发挥着中煤集团第一引擎
的作用，更为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截至 2011 年
底，资产总额达到 513 亿元，累计上
缴各类税费 347亿元。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煤炭
业走过了黄金 10 年，淘汰落后产能
成效显著，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资源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大型
煤炭企业集团快速发展。中煤平朔
坚持采矿与复垦并重的科学发展方
向，走出了一条煤炭企业循环发展
之路。

力改单一资源主导型产业格局

中煤平朔 力改“一煤独大”格局

尽管头顶着“中国改革

开放试验田”的绚烂光环，

但是，如何转变“一煤独大”

的产业格局，一直纠结在中

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煤平朔）的领导心

头。

这个“试验田”的称号，

是否依旧适用于今天的中

煤平朔，又将为中煤平朔的

转型升级带来什么？

“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危机意
识淡薄、高技术人才匮乏的员工队
伍，这些严重剥蚀企业市场竞争力的
瓶颈因素如何剔除？怎样在中煤集团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一流能源
企业的大格局中始终保持行业领先
优势？

一系列战略难题如果不去破解，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终将举步维艰。
“转型是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在谈到企业永续发
展这个议题时，中煤集团党委常委、
平朔公司执行董事伊茂森指出，“当
前，煤炭企业的转型发展已迫在眉
睫。”

从上世纪 80年代初与外方合作，
到 90年代初外方撤离，再到独立经营
后的不断做强做优，中煤平朔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在 30年

的发展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
上世纪 90年代末期，世界煤炭市

场一片萧条，蜚声海内外、以出口动
力煤为主的中煤平朔受到前所未有
的冲击，在“一煤独大、结构单一”的
运行模式中倍感无力。

面对煤炭产能过剩、行业低迷，
中煤平朔将致力于推动通过资源高
端综合利用最大化的途径调整优化
产业产品结构，以此达到打破“一煤
独大”发展格局的现状。

为了在全员形成统一的意志和
行动，一场思想解放的讨论在中煤平
朔兴起：从打破旧思维、重塑新理念
入手，用思想解放引领思维方式、管
理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在扫清思想障碍的同时，“自我
加压”逼出了发展理念的变革：发展
循环经济，走出一条“以煤为基、高效

利用、低碳运行”的转型跨越发展之
路，成为中煤平朔保持发展连续性的
战略抉择。

2010年，瞄准国家建设十四个大
型能源基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有
利时机和中煤集团建设五大基地的
战略优势，《中煤平朔矿区“十二五”
期间建设中央企业循环经济示范区
总体规划纲要》出炉，对企业转型跨
越发展做出系统规划，标志着他们的
绿色转型进入了快车道。

在此基础上，中煤平朔进一步
明确了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和
路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指导，以煤炭开采为基础，以煤矸
石及煤系伴生矿物的综合利用为重
点，以矿区经济、人文、生态和谐发
展为目标，坚持高起点、高目标、高
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原则，全力

打造以煤为基础的煤—电—硅铝—
煤化工—建材工业产业链和以土地
绿化复垦 为主线的 农—林—牧—
药—工业旅游生态产业链，将中煤
平朔建成在全国具有典型和带动意
义的“双千亿”高标准循环经济示范
区。

据了解，平朔基地是中煤集团转
型发展战略坚定的执行者、积极的执
行者，其积累的成功经验，不仅仅代
表着区域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
表着行业的水平。

数 据 显 示，2006 年 原 煤 产 量
5995.9 万吨，2007 年原煤产量 7301.6
万吨，2008 年原煤产量 8000.9 万吨，
2009 年原煤产量 8701.2 万吨，2010
年原煤产量突破亿吨，达到 10388.3.
万吨, 建成了国内首座露井联采的单
一亿吨矿区。

平朔基地作为中煤集团发展的
第一引擎，充分体现了中煤集团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心
和信心。

事实上，在中煤集团“22255”五
年发展目标的指导下，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结合企业产业发展、行
业定位、内外部环境等实际情况，中
煤 平 朔 早 在 2009 年 就 提 出 了
“11456”五年发展目标，即建成亿吨
级煤炭生产基地、建设高标准循环
经济工业区、新增煤炭资源 40亿吨、
非煤产业年销售收入达到 50 亿元、
形成 600 万千瓦发电能力。

记者了解到，在中煤平朔 30年

的发展历程中，典型性、高标准一直
是企业“谋变”、占领行业制高点的
原动力。两座年产 2000多万吨的露
天矿、三座年产 1000余万吨的现代
化井工矿，加上整合地方技改矿井，
年产量已破亿吨。

以该公司立业的根基———安太
堡露天煤矿为例，这个当年亚洲最
大的露天煤矿，曾被称作改革开放
的“试验田”，成为代表中国煤炭工
业现代化水平的“标杆”。

之后投产的中国首个自行设计
建设的安家岭露天矿，则以首创“露
井联采”技术为标志，将中煤平朔煤
矿现代化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开启了更高的标准。
然而，露天矿开采到一定阶段，

就会遭遇资源利用的死角，如同长
颈鹿能吃到最高处的树叶而吃不到
脚下的大片植物一样。如何让长颈
鹿高低通吃？

中煤平朔的技术团队通过对露
天矿无法开采的“边角料”实施井工
开采，节约性地开采煤炭资源，放大
了资源的价值。这项技术的推广应
用，一方面促使公司所属矿区的煤
炭资源综合回收率提高至 93%以
上，居国内同行业首位；另一方面，
也为我国普遍存在的小煤窑粗放式
开采后不完整资源的重新回采，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面对国内企业原煤平均洗选比

例整体不高的现状，中煤平朔每建
一座矿井都配套一座洗煤厂，原煤
入洗率达 100%。此外，针对选煤厂
煤泥外排现象，开发了国内首台专
用于回收煤泥的加压过滤机，每年
能多回收煤泥约 600 万吨，填补了国
内技术与设备的空白。
“一系列举措已推动中煤平朔成

为国内首家实施大规模露井联采、
煤炭资源回收率最高的资源节约型
煤炭企业。”中煤集团党委常委、平
朔公司执行董事伊茂森对记者表
示。

如今，“以煤为主，多元发展”成为国家对煤炭行业转型发
展提出的政策导向，发展煤炭循环经济也已在山西乃至全国
遍地开花，中煤平朔如何由煤炭现代化的“标杆”转向煤炭企
业转型发展的“标杆”？

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煤炭一直占我国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的 70%左右，而我国自身存在的富煤、贫油、少气
等能源资源赋存条件，决定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以煤为主的
能源供应格局不会改变。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煤炭产销量突破 35亿吨，约占世
界总量的一半，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

然而，在我国煤炭生产消费快速增长过程中，粗放式发展
严重，产业发展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开采加工，煤炭深加工、
精加工产品占比低，煤炭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少，积累增值
能力差，环境代价大，经济效益低，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
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确保国家能源供应
安全，促进低碳社会发展。

目前，国内众多煤炭企业都面临着应如何转型发展的难
题，根据国内一大批企业成功转型的实践经验，有业内专家表
示，应重点从产业布局、市场营销和管理升级三个方面推进转
型。

首先，坚持走循环化、规模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产业转型
之路———坚持循环经济，以产业延伸带动发展方式。煤炭企业
转型发展要坚持立足煤、延伸煤、超越煤的原则，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走资源的综合、循环、高效利用之
路。

同时，坚持规模化发展，以资源统一优化配置促进复合增
长，从 2005 年开始，国家对煤炭行业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从原来的鼓励中小煤矿发展，转变为扶持大型煤炭企业集
团发展。“十二五”期间，将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小煤矿”向“大
煤企”的转型。规模化发展有利于改变“多、小、散、乱”的产业
格局，提高产业集中度、生产技术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和平稳
供应保障能力，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和行业协调健康发展。

此外，坚持多元发展，以纵向延伸和横向互补促进可持续
发展，宏观环境的多变性和煤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多
元化是煤炭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多元化战略是煤炭企
业扩大规模、分散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键时期，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必须将
转型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转型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更将成为国
家制定政策和布局项目的战略重点。深入落实国家转型发展
要求，全面提升煤炭行业绿色低碳健康可持续发展水平，对早
日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和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对中煤平朔而言，辉煌的成绩只应属于历史，始终
追求卓越的平朔人注定要将更多的目光瞄向未来。

两座年产 2000多万吨的露天矿、三座年产 1000余万吨
的现代化井工矿，加上整合地方技改矿井，年产量破亿吨。这
座庞大的煤炭航母，在 3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始终在不断
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从“露天开采”到“露井联采”，实现了我国煤炭工业史上
的创新，平朔矿区露天矿回收率在 96%以上，井工采区回收率
在 85%以上，资源综合回收率居全国最高；成功应用千万吨矿
井生产技术体系和快速建井技术，“十一五”期间建成三座千
万吨级高产高效矿井；建成了大容量亚临界硫化床电站；自主
研发出粉煤灰提取硅铝的技术路线，并实现了规模生产。

截至 2011年底，中煤平朔累计上缴各类税费 347亿元，
累计投入 26亿元，进行废弃物综合利用、复垦绿化和生态产
业建设。其中，投资 18.5亿元，复垦绿化土地 9万余亩，矿区复
垦率和排土场植被覆盖率分别达到了 50%和 90%以上。

正如中煤集团党委常委、平朔公司执行董事伊茂森表示，
中煤平朔发展的愿景是打造成中国煤炭企业的“北斗星”。

资源综合利用最大化

再造一个“新平朔”

观察

江丞华

煤炭企业转型
应把握好产业布局

中煤平朔安太堡露天矿区

粉煤灰高端综合利用研发车间

中煤平朔煤矸石电厂

中煤平朔生态示范园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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