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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然有序的露天矿作业现场

傅万明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如果说“一区”是基础，“两链”是

纵向延伸，那么“五型”就是“一区”这

个基础的内涵，“七业”就是“两链”延

伸的成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曾表示，

中煤平朔开采煤炭后又复耕，把生物

资源利用了起来，把现代农业搞了起

来。另外，中煤平朔延伸煤炭产业，对

废品开发利用，搞起了循环发展。这

种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

要将这个可持续的模式做强做

优，必须依赖对“五型”矿区建设的不

断强化，必须有强有力的文化做支

撑。集安保型、生态型、创新型、集约

型、和谐型于一体的“五型”矿区是中

煤平朔的标识。

安保型强调的是安全高效。截至

目前，中煤平朔已累计生产原煤 8.6
亿吨。五座生产矿井均被煤炭工业协

会授予“特级安全高效矿井”。2011年
6月 9日，张德江副总理在平朔视察，
对平朔井工一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

设给予高度评价。8月 25日至 26日，
全国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

设推进会在平朔召开，平朔井工一矿

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成为行业样

板。2011年 12月 23日，中煤平朔公司
社区被授予“国家安全社区”。

生态型主要是指有效使用复垦土

地，统筹被征地农民就业，发展种养殖

及工业旅游业，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创新型强调的是自主创新水平。

例如首次在浅埋深、硬顶板、硬煤层

条件下成功应用综采放顶煤工艺，填

补了国际采煤领域的空白。中煤平朔

第三座特大型露天矿东露天矿突破

国内露天采矿普遍采用“单斗挖掘

机—卡车”间断开采工艺，采用“单斗

挖掘机—移动式破碎站—带式输送

机—排土机”半连续开采工艺，用移

动式破碎站及胶带系统代替矿用卡

车，节约能源、减少污染、降低成本、

提高工效。是中国露天采矿工艺富有

革命性的技术变革。

集约型强调的是管理和效益。平

朔露天矿采区 96.5%的资源回收率和
井工采区 85%的回采率居国内首位。

和谐型体现了中煤集团“和”文

化的力量。中煤平朔“十一五”期间年

均投入 4 亿元改善员工生产生活条
件；累计投入 3 亿元支持地方新农村
建设。

有了支撑转型跨越发展的基础

力量和文化力量，可以有力助推企业

“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多联产、全

循环、抓高端”，推动“煤、电、硅铝、煤

制气、建材、生态农业、物流”七大产

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快速形成。

从单一的现代化矿区到循环化

的新型工业园区，中煤平朔“一区两

链，五型七业”的产业模式和发展格

局业已基本稳固，生产规模全国领

先，煤炭生产、煤矸发电、煤炭冶金、

煤化工业、煤链物流、绿色生态、工业

旅游七大产业齐头并进，正如七颗闪

亮的星星，引领中煤平朔打造中国煤

炭工业的“北斗星”。

煤炭企业可以变“绿”

中煤平朔 让煤炭“绿”起来

但凡谈及煤炭行业，都

离不开一个“黑”字。

在中国，因为整体资源

条件差，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

段等因素，决定了我们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以煤为主的

结构无法改变。

既然，我们无法摆脱黑

色的煤炭，那么“改变”它，

让煤炭“绿”起来便成了当

务之急。

从建矿初期的年产 1500 多万吨
原煤，到 2006年年产量达到近 6000万
吨，再到 2010年底，原煤年产量突破 1
亿吨，中煤平朔成为我国第二个年产

亿吨原煤的大矿区，同时也成为我国

首座露井联采的单一亿吨级矿区。

在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煤平

朔坚持科学发展，围绕绿色采矿、循

环发展和复垦绿化，开启了一场煤炭

企业向“绿”转变探索。

中煤平朔在矿区生态重建过程

中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为诠释传

统能源企业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增加

注脚。

2010年 9月，全国生态环境治理
现场会在平朔召开，国家环境保护部

和山西省政府充分肯定了平朔在环

境生态治理修复与保护方面的经验

和做法。平朔以其实实在在的绿化环

保业绩颠覆了煤矿留给大众的“脏、

乱、差”印象。

“对于山西的煤炭企业能从黑向

绿成功转变的事例并不多见，中煤平

朔是我见过最为成功的一家，其生态

文明建设的经验不仅使企业实现了

质的提升，而且对山西这个煤炭大省

以及朔州这个煤炭大市实现资源型

省市的转型作出了贡献，并提供了经

济支撑。”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秘书长王景福表示。

记者了解到，平朔矿区以露天开

采起家，这种开采方式对土地的破坏

是相当惊人的。

在中美合作经营安太堡露天煤

矿时，美方公司的绿色环保理念被引

入进来，将矿山环境绿化摆到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位置上，将经济建设与生

态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这开创了我国矿山土地复垦的先河。

平朔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矿区植

被覆盖和土地复垦，为大型矿山露天

开采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成熟经验，也

为大型煤炭企业追求绿色增长提供

了新的视角。

数据显示，自建矿以来，中煤平

朔累计投入绿化复垦资金 18.5亿元，
复垦绿化土地 9万亩，矿区土地复垦
率和排土场植被覆盖率分别达到

50%和 90%以上，远远高于原始植被
覆盖率 10%的水平，属国内同行领先
水平。

据了解，平朔在初建矿井时就依

法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

方案、土地复垦规划。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做到了所有防污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项

目“环评”执行率和“三同时”执行率

均为 100%。平朔对矿区原煤堆、产品
煤堆、输煤暗道、转接塔等均实施煤

尘污染源型的封闭治理，对工业废水

和井工矿疏干水实行全闭路循环利

用。这些举措彰显了中央企业维护、

改善区域环境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十一五”期间，平朔走低碳发展

之路，累计完成节能量 16.39万吨标
煤，超额完成了当地政府下达的“十

一五”节能任务，完成了“十一五”总

节能目标的 136.58%，这是实实在在
的绿色增长。2010年，中华环保联合
会授予中煤平朔“低碳发展突出贡献

企业”称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张德江视察平朔时指出：“中煤

平朔公司在现代化生产、科学化管

理、信息化建设方面都创造了很好的

成绩。特别是在开采煤炭资源的同

时，更加注重保护环境、改善环境，有

些方面还开创了先例，走在了全国前

列，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2010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山西
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对中煤平朔而言，这是

推动循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

机遇。山西省提出“以煤为基，多元发

展”的转型方式，这与中煤集团转型

战略不谋而合，平朔矿区通过打造

“一区两链，五型七业”的发展模式实

现了绿色转型。

打造“一区两链，五型七业”的发

展模式实现绿色转型，是中煤平朔高

质发展的科学抉择。

2010年 12月 15 日，中煤平朔建
成了国内首座露井联采的单一亿吨

级矿区，夯实了“一区”的基础。

中煤平朔开发出独具特色的“两

条产业链”———以煤为基础的“煤—

电—硅铝—煤化工—建材工业产业

链”和以土地复垦、生态恢复为主线

的“农—林—牧—药—生态旅游产业

链”。

2010年 10月，中共山西省委书
记袁纯清、山西省省长王君一行在平

朔调研时，对中煤平朔建设以煤为基

础的煤电化工业产业链和以土地复

垦为基础的生态产业链给予了充分

肯定。

以煤为基础的第一条产业链旨

在循环工业。

据了解，中煤平朔成功攻克利用

粉煤灰联合法生产白炭黑和提取氧

化铝的技术，属世界领先水平。粉煤

灰有效提取氧化铝和白炭黑等产品

之后，比直接用来制砖提高价值 100
倍左右。如果向电解铝和铝材延伸，

增值空间更大。平朔的粉煤灰高端综

合利用项目不仅是中煤集团而且也

是山西省的转型示范项目。

预计到 2015年，中煤平朔将实现
年产煤炭 14500万吨的规模；电力装
机总规模可达 920万千瓦（矸石电厂
800 万千瓦），年处理粉煤灰 410 万
吨；建设 3 个煤化工项目，年产合成
氨 18万吨、多孔硝铵 38万吨、天然气
21.34亿立方米；建设 3个总规模 600

万吨/年的建材厂。
以土地复垦、生态恢复为主线的

第二条产业链旨在和谐生态。

据介绍，在平朔矿区，凡是作业

完毕的工作面都及时跟进了复垦，发

展种植养殖及旅游业。自 1985 年建
矿至今，中煤平朔累计复垦、绿化土

地 9万余亩，复垦率和排土场植被覆
盖率分别超过了 50%和 90%，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中煤平朔是“全国绿化

先进单位”、“国际最具影响力旅游企

业”，其复垦工程被评为“国家示范工

程”。

2010年 9月 28 日，全国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现场会在平朔召开，

与会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能源

局领导认为平朔的生态文明建设在

全国带了个好头。

数据显示，复垦区的植物品种达

200多个，种上了庄稼林草或者药材，
具备了存栏肉牛 300余头、羊 4000余
只、蛋鸡万余只的养殖能力和年产蔬

菜 200余万斤的种植能力。2011 年，
平朔矿区投入 8 千余万元新建了
160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300座日光
温室，占地面积 8 万平方米的人工
湖。按照与泰国正大集团签署的农业

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性协议的规划，

“十二五”期间，中煤平朔将完成 50万
只蛋鸡、20 万头生猪、3000万只肉鸡
及其配套生产项目，总投资达 22.41
亿元。

预计“十二五”期间，平朔将复垦

土地 5.5万亩，建设生态防护、生态农
牧业种植、农牧产品加工、农业观光

四大类 15个重点项目。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资源，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煤炭在

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仍将处于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误区，误

认为这种煤炭带来的“黑影”无法根治。实际上，从煤炭的开

采、选洗、运输、转化和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巨大的潜力可

挖。

大规模露井联采，开启了绿色采矿之路，使中煤平朔成为

煤炭资源回收率最高的煤炭企业。

2002年，根据煤炭市场变化和矿区资源禀赋条件，经专家
论证，国家批准中煤平朔自行设计的安家岭煤矿项目由单一

露天开采调整为露井联合开采，打开了一扇绿色采矿之门。

“绿色采矿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开采出最多的资源”，中煤

平朔规划发展部主任杨靖毅如是说。

过去一提到煤炭，很多人都认为是“脏的能源”，其实这是

对煤炭的误解。作为一种天然能源，煤炭对环境能否产生污

染，在于人们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利用它。只要技术可行，煤炭

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清洁能源。

专家指出，煤炭企业一方面应加强煤炭洗选加工、型煤、

煤炭气化、水煤浆等洁净煤技术的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要积

极在延伸煤炭产业链上做文章，大力发展煤焦化、煤气化、煤

液化，既有效减少原煤直接燃烧对环境的污染，又大大提高产

品附加值。

据介绍，中煤平朔采用的“单斗电铲—卡车—半固定破碎

站—带式输送机”露天生产半连续开采工艺，机械化程度达到

100%，露天矿资源回收率达到 96.2%。
然而，在中国，大多数煤炭企业的生产环节仍让人揪心，

数据显示，受制于回采技术的限制，目前国内煤炭平均回采率

不足 40%，大大低于 75%的国家标准，而原煤的选洗比例也仅
为 50%，落后于发达国家 10多个百分点，煤炭的利用效率也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上，在美国，煤矿露天开采资源回采率可达 90%以
上，条件好的矿井也能超过 80%。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低价工业时代”的发展模

式受到严峻挑战，同样，煤炭企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

效率的传统粗放的发展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煤

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大力提升煤炭企业产业技术水平和

规模化水平，建立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煤炭循环经济体系，推

动企业向低碳、绿色、节约的发展方式转变是煤炭企业转型发

展的迫切任务。

2011年 2月，在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
“科学产能”和“清洁化率”的概念，该报告认为中国现有煤炭

产量仅有 1/3 符合科学产能标准，1/3 通过技改和投入能达到
科学产能标准，而剩下 1/3 由于地质条件、技术等限制根本无
法实现科学产能标准，应逐步予以淘汰。

几十年来，中国煤炭企业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开发、简易

加工、低效利用的数量速度型道路，存在着高碳排放、资源浪

费、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

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一项重要内

容。

目前，在绿色煤炭方面，由于国家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

明显的鼓励政策和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国内多数煤炭企业不

愿采用或者采用洁净煤技术不积极。

煤炭清洁化利用之所以存在现实困境，专家认为，首先，

技术研发需要时间成本以及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且技术的

成熟化运用需要长期的实践；其次，资金支持力度有限，清洁

技术的运用往往需要不断的资金流入，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是

一大挑战。

有专家表示，应尽快出台一些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规划细

则，在财税政策方面对采用洁净煤技术的企业应给与一定的

优惠，可参照新能源产业某些补贴标准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

帮助企业建设和运行相应的设施。另外，对于那些积极采用洁

净煤技术的企业，且作出明显环保和能效成果的，应给予奖

励。

“一区两链”统筹转型发展

“五型七业”支撑发展循环经济

中煤平朔职工生活区

智能温室蔬菜

观察

江丞华

绿色采矿
带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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