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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于核

心竞争力的较量，而构成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源泉在于企业人力资源，因此，

“人才强企”的关键和支撑，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中煤集团科学发展的第一引

擎，中煤平朔已拥有三座生产能力

2000万吨/年的特大型露天矿，三座生
产能力千万吨级的现代化井工矿，入

洗能力 1亿吨/年的六座配套洗煤厂，
四条总运输能力 1 亿吨的铁路专用
线。2011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到了
513亿元 , 已累计生产原煤 8.6亿吨，

外运商品煤 6.5 亿吨，缴纳税费 347
亿元。

中煤平朔的成功显然不是偶然

的。

以人才为例，目前，该公司通过内

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的双轨机制储备了

大批优秀技能人才，12514名职工中，
有 2788人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几年来，中煤平朔认识到想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 领导班子和人才队
伍建设是重要保障。因此，中煤平朔以

建设“四好”班子为目标，完善了干部

培养、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推行重

点工作督办和工作日志制度，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营造风清气正、执

行有力的良好环境。

同时，该公司全面实施人才战略

工程，建立适应新型煤炭产业发展的

人才梯队。建立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

机制，成立技术中心、研发中心、教育

培训中心三位一体联合机构，不断壮

大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积极

引进和自主培养经营管理、专业技术

和技能三支人才队伍，举办各类培训

班近 500期，2万多人次参加了培训，
使人员培训制度化；开展“职工技能登

高计划”，选拔技师和高级技师 203人，
高级工 231人；积极开展职工技能大
赛和“五型班组”建设活动，在“神华杯”

国际采煤技能邀请赛上获多个奖项。

此外，该公司坚持企业发展成果

与员工共享，形成全体职工干事创业

的浓厚氛围。员工平均工资逐年均有

不同程度的增长，每年安排 1500余名
员工享受健康疗养；通过创建国家级

安全社区、美化绿化生活区、职工住宅

改造、免费开放体育馆等举措，改善职

工生产生活环境，促进了企业和谐发

展、可持续发展。

面对现代化企业管理复杂性增

强、速度加快的新形势，中煤平朔着力

推动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

水平。

具体来说，一是推进精细化管理，

科学组织生产。大力推进“数字化矿

山”建设，实现财务、物料、采购、设备、

工程、档案、自动化办公等模块的集成

运行；制定严格的目标考核细则和管

控体系，原煤洗选加工、生产接续、设

备保障、装车外运等关键环节得到全

方位优化。2010年原煤产量达 10388
万吨，外运商品煤 7413万吨，顺利建
成全国首座单一的露井联采的亿吨级

矿区。

二是严格成本管控，提升经营能

力。开展“挖潜能、降成本、增效益”活

动，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健全成本

管理责任制，强化资金集中管控，资金

运作效益明显提高。

三是提升管理质量。紧紧围绕“强

基固本、控制风险，转型升级、保值增

值，做强做优、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开

展管理提升活动，全面深度审视查找

制约企业科学发展的瓶颈，并制定针

对措施进行逐项整改，实现了企业管

理规范化、集约化、专业化、精细化、信

息化。

平朔矿区生态建设产业化

中煤平朔样本：
以科技构建生态文明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科
技创新。那么，中煤平朔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平朔”）在科

技创新上有何进展，又将如何以科

技创新实现经济突破呢？

专家指出，实现科技与经济的

无缝对接，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古

老而常新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在

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
但至今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相比国内同行，中煤平朔的

技术创新有不少独到之处。一是起

点较高，中外合资的历史奠定了企

业良好的科技基础，企业科技成分

比较高；二是科技投入较大，目前

处于行业领先位置；三是拥有健全

的技术创新体系。”中煤集团党委

常委、平朔公司执行董事伊茂森道

出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

中煤平朔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倡导者索洛，通过分析 1909—
1949年美国经济数据发现，资本和劳动力只能解释一小部分
经济产出，因此发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率。

相关分析人士表示，“创新”是一个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

畴。促进科技经济的紧密结合，其实是一种协同创新体制，需要

“官、产、学、研、用、介、金”密切合作，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在合作

中各取所长、各得其所、各展其长、各尽所能。

毫无疑问地说，科技进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煤炭

企业当然也属其中。

据了解，在煤炭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 把自主创新能
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 , 大型煤炭企业是主业突出, 核心
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 , 是推动煤炭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 有利于大型煤炭企业自主创新战略的实
施,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有专家表示，在煤炭产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步伐不断加

快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是支撑煤炭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

要手段。

记者从《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了解到, 技术创新是提升产
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开发应用为手段，以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目标，重视市

场机会与技术机会的结合，通过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带动整个企

业或整个行业上一个新的台阶。

事实上，煤炭作为一次性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更应依靠

科技创新，合理开发煤炭资源。

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不断革新

采煤方法，提升装备水平，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步伐，着力地

促进了煤炭工业发展，究其原因，与煤炭企业按照“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大力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密不可分。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表示，煤炭行业通过推进一

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大型煤机装备研制和重点示范工程建设，

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进步。

随着煤炭科技的不断进步，煤矿技术改造和大中型煤矿建

设加快，我国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煤矿。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
全国共有装备现代化、管理信息化、年产 120万吨及以上的大
型煤矿 661处，产量 18.8亿吨，占全国的 58%；建成安全高效煤
矿 359处，产量 10.2亿吨；千万吨级煤矿 40处，产量 5.6亿吨；
采煤机械化程度达 65%左右。

显而易见，大量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为煤炭

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为例，仅 2010年，该公司投入科
技创新资金就高达 5.9亿元，对煤矸石延伸产业链、土地复垦等
重点难点课题进行攻关，积极开展露天矿扩能改造、井工矿防

治水处理、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系列产品开发等重大技术研发和

成果推广，全年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73项，表彰 86项优秀科技
项目和 6项专利。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煤炭企业通过研究、应用和

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企业效益和经营规模的快速增

长，同样，企业效益的快速增长又促进了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

投入的进一步加大，促使企业发展走上了一条科学高效、良性

循环的发展道路。

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创新，创新已经成为构建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成为推动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动力。

事实证明，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基础。按照国家级技术中心体系建设的要求, 重整现有企
业技术中心架构,高度重视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强产、学、
研之间资源的联动, 实现科学技术成果化、产业化。

专家提醒，煤炭企业应加大科技开发资金的投入。保证重

点技术攻关、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需要,重视调动
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煤炭生产主导技术、产
业升级技术为突破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开发相结合,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煤炭企业更应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因为，建

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技术创新产权激励的关键。因此,要建立技
术创新的产权激励机制,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知识
产权法律,加强和完善专利制度。此外,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内在
激励机制。在收入分配制度上,采取技术创新人员的收入与创新
成果挂钩的分配形式。在企业产权制度上,承认和保护科技人员
的技术创新权,允许创新者以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入股,从企业
分得利润,激发科技人员的士气,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济全

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世界产业环境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竞争时代。作为市

场竞争的主体，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如不激流勇进，

自主创新，而是安于现状，维持现状，必将随时面临生存危机。

实现科技与
经济的无缝对接

平朔煤矸石电厂

近年来，中煤平朔坚持煤炭开采

与生态重建、土地复垦一体化，累计

投入 43亿元资金，用于矿区生态环
境治理及节能改造，并在复垦土地上

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

中煤平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攻克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

建、景观再现与生态系统建设、生物多

样性重组与保护等难题，中煤平朔与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生物研究所、中

国地质大学等一起承担了“八五”、“九

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课题，

创造出“采、运、排、复垦”一条龙作业

法，填埋了沟壑，改变了地貌特征，利

于形成农田，控制了排土场的水土流

失，彻底改善了矿区环境。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煤平朔已

累计投入 1.5亿元发展现代农业和生
态旅游，建成了日光温室 300 座、智
能温室 1.6万平方米、人工湖 8万平
方米和年出栏 4000只肉羔羊的羊厂
1座，同时种植黄芪 66.67公顷，安置
失地农民 110余人。

截至 2011 年底，该公司累计投
入达 18.6亿元，复垦绿化土地 9万余
亩，矿区土地复垦率和排土场植被覆

盖率分别超过了 50%和 90%，复垦区
的植物品种达 200 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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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中煤平朔也成为“全

国绿化先进单位”、“国际最具影响力

旅游企业”，获得了第七届“中华宝钢

环境奖”，其复垦工程被评为“国家示

范工程”。

在转型跨越发展中，中煤平朔不

断开发新技术，每年的科研开发投

入占到销售收入的 2%到 3%，每年
花在硬件改良设备上的钱多达十几

亿元。

事实上，在科技创新方面，中煤

平朔近年来共实施国家重点技术创

新和重大技术开发项目 19 项，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 3 项，省部级以上科
技进步奖 51 项。拥有安全高效露井
联采、浅埋深硬顶板硬煤层综采放顶

煤安全高效开采、煤矿湖下开采、重

大煤机装备研制、特厚冲积层特殊凿

井、深立井快速施工等一批国际国内

领先的核心技术，为提高我国煤炭行

业科技水平做出了贡献。

据介绍，中煤平朔联合科研院

所，改造露天矿原煤开采、运输系统，

以用人少、连续作业、效率高的带式

输送机代替自卸卡车运输，实现了

“以电代油”，并获得了国家节能技改

财政奖励资金；他们完善了矿井六大

系统，实现固定岗位无人值守，入井

人员大幅减少。

同时，该公司与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及大集团进行强强合作，深入实

施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培育技术

创新示范项目，促进产学研紧密结

合，强化了技术创新在经济结构调整

优化中的带动作用，加快了科技成果

的转化。

“十一五”期间，中煤平朔有 8 项
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 项获
得中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一、二等

奖。

记者了解到，作为延伸产业链条

的首选项目电力产业已初具规模。据

介绍，正在建设的 2伊600MW 循环流

化床锅炉示范电厂，采用的是国际最

先进的大容量、高参数、循环流化床

锅炉，年消化煤矸石 506万吨。从矸
石电厂产生的粉煤灰中成功研发提

炼出氧化铝、白炭黑、轻质碳酸钙等

多个产品，且取得 4项国内专利、1项
国际专利。

此外，该公司第三座特大型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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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国露天采矿工艺带来了革命性的技

术变革。

数据显示，中煤平朔仅 2010 年
投入科技创新资金就高达 5.9 亿元，

对煤矸石延伸产业链、土地复垦等重

点难点课题进行攻关，积极开展露天

矿扩能改造、井工矿防治水处理、粉

煤灰提取氧化铝系列产品开发等重

大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全年实施技

术创新项目 73项，表彰 86项优秀科
技项目和 6项专利。

值得关注的是，在实施以煤为

基、多产联动、多元发展的战略进程

中，中煤平朔不断夯实煤炭主导产业

的核心技术实力，推进系统环节优化

改造，实施矿井信息化建设工程，提

升安全生产能力。

中煤平朔坚持以安全保生产、以

生产促技改、以技改保质量、以质量

保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竞争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抢占市场

竞争制高点。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中煤平朔井工矿踪采工作面

傅万明 本报记者 江丞华

科技创新跨越新的支撑

科学复垦创建生态文明

走人才强企之路是不二选择

本报记者 江丞华

观察

平朔公司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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