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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企业管理样本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王少华采写）

今年 44岁的曹志安是一员虎将，
走路不会慢慢悠悠，从来都是大步流

星，一般人必须小跑才能跟上他，工作

起来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正是他

当断则断，当转则转的果断，让永煤控

股公司在当前严峻的煤炭市场下，依然

从容、稳健的前进着。

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12年，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煤炭价格遭遇

“九连跌”，国内煤炭企业一片哀鸿。压

力没有使永煤恐惧，因为曹志安在 2011
年下半年煤炭市场依然坚挺的时候，就

敏锐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经济下行趋

势，每次会议必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乱”，督促干部职工提前

准备“过冬”。在结构调整上，曹志安提

出“抓项目梳理排缓急”的策略，按照

“有急有缓、有保有压”的思路，进行项

目梳理，否决了市场前景不明朗、缺乏

核心竞争力、赢利能力低或风险大的项

目。对具有长远发展前景，但市场培育

周期较长的项目采取分期实施战略。对

新上项目严格控制，在加强投资风险论

证的基础上实施项目收益风险抵押管

理。

最大限度调动人的积极性。曹志安

把“李广射石”的典故与现代管理学的

“鲇鱼效应”相结合，认为人的潜能在一

定压力下能被有效激发。于是，在他的

头脑中陡然生发出“n-1管理”的理念：
把岗位数量设置少于工作人员的数量，

使岗位和人员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既保

持了岗位的合理配置，又激发了员工自

身潜能。创新推行以提高工效、增长工

资为目的的“走岗式”劳动组织管理，对

所设岗位能合则合、能兼则兼、能并则

并，一个岗位暂时没活干，员工要到另

一个有活的岗位去作业，保证每个员工

在工作时间内有效劳动时间达到 80%
以上。

曹志安常说，与其做 100件二三流
的事情，不如做一件“要么唯一，要么第

一”的创新工作。在煤矿最为重要的安全

管理上，他先后推出一系列安全管理创

新，《基于“安全股票”的煤矿安全管理长

效激励机制研究》、《以安全“隐患买卖”

制为基础的煤矿现场安全管理》分别荣

获全国煤炭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现场是最好的学校，实践是最好

的学习方式。”这是他当矿长时经常重

复的一句话。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在现

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但平时经常

下井，到工作面现场办公，而且对矿上

各种大型设备的安全调试，也都坚持全

过程在现场。在一次主井更换钢丝绳的

工作中，负责现场全面技术的他在已经

熬了两个通宵后，硬是在刺骨的寒风中

又挺立了 20多个小时……
他叫马正兰，1973 年生，博士学

位，历任永煤集团陈四楼矿技术员、副

矿长，矿长，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新疆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2010 年 8 月调任鹤煤公
司总经理，现任鹤煤公司党委书记、副

董事长。他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实

现了上任以来安全零死亡的奋斗目标，

推动了鹤煤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作为一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马正兰

深知学习对一个人以及企业成长的价

值。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穷，买一本书都

十分不易。工作后，即便薪水微薄，买书

都是他开支的重要部分。他看书的种类

很广，既有技术类书籍，也有经史子集。

他不仅自己看书学习，还坚持让员工加

强学习、广泛阅读，创造性地提出了“全

员学习是企业不得不迈的门槛”，提倡

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企业发

展道路。

坚守“双十协定”。在马正兰的生活

中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工作

似乎成了他的全部。从调任鹤煤公司总

经理以来，每天，他不是下矿检查，就是

和大家一起研究企业经营技术难题和

发展规划。他给自己定下一个不成文的

规定：每月下井时间不少于 10次、每天
工作时间不少于 10个小时，这被同志
们戏称为“双十协定”。在他的带领下，

鹤煤公司克服了安全生产压力大、兼并

重组任务重等困难，经济效益实现了持

续提升：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6 亿
元、利润 5.6亿元，分别是 2009年的
1.71倍和 1.01倍。几年来，马正兰先后
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煤炭

工业劳动模范、全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

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年生产能力

由 100万吨级跨越到 300万吨级水平；
综采综掘机械化程度分别由 25%、40%
提升到 100%、95%以上；累计生产原煤
1276万吨，占建矿以来总产量的 1/3；
实现销售收入 43.2亿元，实现利润 6.4
亿元，占建矿以来销售总收入的

81.4%；上缴税金 6.3亿元，占建矿以来
上缴税金总额的 1/2；在岗职工人均收
入由 2.2万元提高到 5.9万元……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煤炭工业“五精”

管理样板矿、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

矿、全国煤炭工业行业一级安全高效矿

井、全国煤炭系统文明煤矿、河南省文

明单位……一个年设计生产能力原来

只有 21万吨的小矿，2011年却安全生
产原煤 303万吨！带领二矿人创造这些
奇迹、取得这些荣誉的，就是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矿长秦海清。

二矿始建于上世纪 50年代，作为
平顶山矿区开发建设的第一对矿井，

是一个老矿、小矿。受矿井先天条件不

足、煤层赋存状况复杂等因素影响，一

直采用炮采炮掘，严重制约着矿井发

展。2006年上任伊始，秦海清就提出大
力实施科技兴矿战略，坚持走机械化、

信息化、自动化发展之路。二矿主运输

提升系统是依据年生产能力 21 万吨

井型设计。秦海清认为，“解决运输提

升系统瓶颈制约是矿井产量提升的首

要任务”。在他的主持下，二矿委托集

团设计院按照 300 万吨年提运能力的
原则对主斜井皮带运输系统及储装运

系统进行设计。在主原煤运输系统投

用 4部高强皮带，升级 4部普强皮带，
实现了原煤运输系统“大运量、长运

距、高运速”的提升，使矿井年运输提

升能力达到了 350 万吨以上，彻底解
决了运输提升的瓶颈问题。

“煤矿实施综采综掘机械化作业

是煤矿采选业的大势所趋，是实现高

产高效的必然选择”，秦海清经常对技

术管理人员这样说。他带领技术人员

开展庚组煤层安全高效综采技术研究

等系列科技攻关，加大自身装备技术

的研究与投入，组织完成了己组煤层

前探支护、庚组煤层快速掘进等先进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引进了全液压掘进

钻车，形成了 10条煤巷、半煤岩巷快速
掘进机械化作业线，为提高巷道快速掘

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08年，综采
一队生产原煤 104万吨，打造出了集团
第一支庚组煤年产百万吨综采队和二

矿历史上的第一个百万吨综采队。

2006—2011年，二矿连续 6年被评为
行业一级安全高效矿井。

十一矿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大

型骨干矿井，平顶山百里矿区冉冉升

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近年来，该矿先后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双十

佳’煤矿、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全

国煤炭系统文明煤矿、全国煤炭行业

一级安全高效矿井，河南省文明单位、

河南省‘五优’矿井”……一串串荣誉

记录着全矿干部职工与时俱进、艰苦

奋斗的足迹，更凝聚着矿长屈凡非锐

意进取、奋发有为的智慧和汗水。

始建于 1972年的十一矿，1979年
简易投产。先后进行两次产业升级，产

量从 60 万吨攀升到去年的 400万吨。
因同时开采丁、戊、己三组煤，矿井受

到高地应力、冲击地压、高瓦斯等多种

自然灾害的威胁，给安全生产带来较

大压力。屈凡非就任矿长后，创造性提

出“3个 1”，即“树立一种理念、构建一
套体系、把握一条主线”，通过多策并

举，目前矿井已成功实现连续安全生

产 3300多天。
树立一种理念，奠定安全思想基

础。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以人为本、生

命至上”，使“干煤矿可以不死人”、“瓦

斯是可防、可治、可控”等理念深入人

心，全矿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了安全归

零理念；在生产理念上，坚持“安全第

一、生产第二”。

构建一套体系，完善安全管理手

段。注重班组管理，坚持以深入学习

“白国周班组管理法”为载体，着力提

升班组长的组织管理、业务保安、隐患

排查等能力。开展特色班组评选活动，

每季度分别评选出安全班组、技术创

新班组、先锋班组。加强学习型班组建

设，坚持每年举办班组长培训班，增强

班组技术能力；加大责任追究，发生事

故或出现严重“三违”，对责任人及相

关责任人严格追究；因工程质量低劣

或设备、作业场所存在安全隐患，被上

级处罚的，矿再等额处罚并进行责任

追究。个人安全罚款一律交现金，集体

安全罚款分解落实到个人。

把握一条主线，增强安全管理支

撑。2010年，十一矿被鉴定为煤与瓦斯
突出矿井后，屈凡非把防突工作作为

安全管理的主线，采取“三并重”的管

理措施：坚持区域防突与局部防突并

重，采掘工作面开工前，坚持对开采煤

层的突出危险性进行检验。具有突出

危险性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防突措

施，实现了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的

目标；坚持年度与中长期防突规划并

重，编制矿井中远期采掘接替计划及

瓦斯治理规划，进行中远期规划，合理

调控矿井开拓布局及采掘接替。坚持

投入与管理并重，投入大量资金，建立

瓦斯抽采系统，目前，十一矿建有 5 套
瓦斯抽采系统，地面 1套，井下 4套。

资产由 512万元上升到 5033万元，增值 10倍；经营收
入由 835.6万元提升到 4914.9万元，增长近 6倍；人均收入
由不到 1 万元提升到 4.4 万元，增长 5 倍多；年利润由
137.7 万元提升到 1396.5万元，郑煤集团通信分公司实现
了从千万产值到千万利润的跨越，成功跻身到集团公司一

类单位序列。全省煤炭系统文明单位、全国煤炭工业信息化

先进单位等荣誉接踵而至。

“那是管理的魔力！”赵洪建说。这位 1971年出生，拥有
硕士学位和高级经济师头衔的郑煤集团通信专网企业的负

责人，用自己独特的经营智慧和创新的管理手法推动了郑

煤集团信息化跨越式发展，也为通信分公司赢得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

赵洪建准确捕捉发展信息，全面盘活郑煤集团通信资

产，将通信公司并入上市公司，成功解决了郑煤集团信息化

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和资质难题。

实行制度化、精细化管理，制定岗位标准 476 项，走动
式标准 276项，工作程序标准 176项；积极开展对外合作，
加强企业资质建设，引进、消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并不

断创新，在矿区收费、棚户区改造、企业智能网、住宅小区等

信息化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使郑煤通信从最初

经营集团内部单一的通信业务发展为集通信网络服务、工

程施工、系统集成、信息化建设多位一体的综合性业务，成

为全国企业专网建设的先进骨干企业。

2011 年，赵洪建牵头完成的《以资本运作为手段的通
信专网企业战略转型》课题荣获全国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

创新成果一等奖；《以建设信息化矿区为目标的通信专网运

营与管理》课题荣获第十三届河南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

成果一等奖。赵洪建也先后荣获第十四届“河南青年五四奖

章”，2010年全国煤炭工业信息化先进个人，2011年荣获郑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几内亚博凯地区 558 平方公里铝土矿项目是中国河
南国际合作集团进军海外矿产资源开发的第一个项目，于

2007年取得该矿区的勘探权。2008 年，卢献明在 558 平方
公里铝土矿地质勘探有初步结果基础上，参与组织了与几

内亚政府进行的“558 铝土矿开发项目框架协议”谈判，并
与几内亚政府正式签署了《几内亚 558平方公里铝土矿开
发项目框架协议》，明确了集团公司主导的项目投资主体

河南国际矿业开发公司与几内亚政府之间在 558 铝土矿
项目开发中双方基础性责任义务，为进一步落实项目开发

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早日取得该项目的采矿权，他多次与几内亚过渡政

府密切接触，掌握时局和政策走向，为决策层提供了及时

有效决策依据；先后负责组织完成了 558铝土矿项目探矿
期限延期 6 个月，确保了探矿权的有效性；完成了《558 铝
土矿可行性研究报告》、《地方发展与环境报告》，并通过了

几内亚政府有关部委联合评审，为特许采矿权的取得奠定

了基础。并最终于 2010年 10月取得了几内亚政府签署的
558平方公里铝土矿开发项目特许采矿权法令文件。

该特许开采权是中几建交以来，中国公司在几内亚独

立获取的第一个采矿权证，实现了该公司境外矿产资源采

矿权实质性零的突破，为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对

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开发矿产资源起到了积极影响

作用，将较大地缓解河南省铝矾土需求压力，为河南省铝

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几内亚 558铝土矿项目
于 2012年 2 月份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几内亚政府总理、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等领导出席开工仪式，这标志着该项目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几内亚公司
总经理卢献明：

在 558项目上大显身手

拔尖人才表彰会 杨鹏飞/摄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8月 28日，河南省
委组织部、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河南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河南省科技厅在郑州召开

大会，表彰了 73名第二批河南省省管企业
拔尖人才。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其中

部分杰出代表进行了采访。

“

河南煤化集团永煤控股公司董事长曹志安：

传统现代相结合下的“N-1”管理理念1

河南煤化集团鹤煤公司党委书记马正兰：

在现场发现解决问题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二矿矿长秦海清：

科技战略成就管理样板矿井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十一矿矿长屈凡非：

连续安全生产超过 3300天4

郑煤集团通信分公司经理赵洪建：

管理让利润三年增十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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