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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是 2008 年 12 月 5 日经河南省
委、省政府批准，由永煤集团、焦煤集

团、鹤煤集团、中原大化集团、河南煤

气化集团等 5家单位战略重组成立
的大型国有企业。河南煤化集团既焕

发出年轻企业的朝气和活力，又继承

发挥了老国企的优良传统，短短 4年
时间，已成为河南省首家跻身世界

500强的企业，名列第 397 位；2011
年，河南煤化实现营业收入 1804.98
亿元，约占全省省管工业企业的

40%；实现利税 162.94 亿元，实现利
润总额 75.17亿元，约占全省省管工
业企业利润的 60%。

重组以来，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

“两调整两提高、两创新两带动”战略

举措，坚定信心不动摇，克难攻坚不

懈怠，狠抓落实不折腾，企业整体呈

现安全稳定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和

态势。

河南煤化助力中原经济区建设
史金金 鲁朝晖

战略重组 4年成为河南首家世界 500强企业

河南煤化集团始终把调结构作为

重大举措，切实把加快产业产品结构

和人力资源结构调整贯穿各项工作始

终，以调整促发展、以调整促提升。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河南煤化

集团努力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加法增加高端产业，减法淘汰落后产

能，乘法实现倍增效应，除法消除技

术差距。在煤炭产业上，加快改造和

新建安全高效现代化矿井，强力推进

省内、外资源和矿井整合。改造、新建

一批选煤厂，提高煤炭洗选率，加大

市场竞争力强、适销对路、高附加值

的块煤、高炉喷吹煤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销比例。截至 2012年 1月，河南煤
化集团精品煤销售比率达 63.9%，创
历史新高。在煤化工产业上，坚持“煤

为基础，化为方向”，促进煤炭从燃料

向原料转化，以现代新型化工为发展

方向，致力于打造国际领先，资源合

理配置、能源梯级应用、产品深度耦

合，附加值最高、综合利用最好、技术

含量最新、产业链最完整的集约化、

大型化、多联产的现代煤化工高科技

工业园区。

2012年 3月，河南煤化首套新乡
20 万吨 /年煤制乙二醇装置打通全流
程，成功产出合格产品；8 月，濮阳乙
二醇项目开车成功；目前安阳、永城、

洛阳乙二醇项目施工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五套装置全部建成后，河南

将成为世界最大煤制乙二醇生产基

地。除此之外，1,4-丁二醇、高性能碳
纤维、聚甲醛、新洛轴、新空分等一批

特色鲜明、活力强劲、竞争力强、效益

显著的高端项目、产业聚群也已快速

形成。

在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方面，河南

煤化集团明确提出人才与战略、人才

与产业、人才与市场、人才与发展“四

匹配”的人力资源原则。坚持“人尽其

才、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积极倡导

正确的用人导向，严格坚持“三优先、

三鼓励、四不用”的原则。2012 年以
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河南煤

化集团更是加快调整优化人力资源结

构与薪酬结构。在职工队伍结构调整

方面，进一步加强正常生产经营单位

定编定员管理，促进机关、后勤辅助人

员向一线流动；加快推进人力资源市

场建设，优化劳动组织管理，持续开展

劳动关系梳理工作；加强人力资源对

标管理，科学制定对标管理办法，建立

完善对标指标考核体系。在薪酬结构

调整方面，持续推进内部市场化激励

考核机制，进一步规范年薪管理，本着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企业

价值指标体系，将薪酬水平与企业的

效益、效率和个人的业绩挂钩，进一步

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你要死亡指标给谁？是给你自

己还是给你兄弟？”8年前，时任永煤
董事长的陈雪枫一句经典质问在永

煤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从零开

始、向零奋斗”也从此作为永煤乃至

河南煤化安全管理模式的灵魂被固

化下来。

河南煤化集团重组后面临安全形

势严峻，旗下 138个煤矿中，有新整合
的 56个小矿，还有高突矿井 44个、水
害严重矿井 28个，分布在河南、贵州、
新疆、内蒙古、安徽等地，地质条件复

杂、管理难度空前。

河南煤化集团领导层认识到，科

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最本质的

东西是生命；没有了生命，一切权益等

于零，更谈不上“生活得更体面”、“活

得有尊严”。于是他们始终把“生命至

高无上，安全生产第一”作为工作的最

高信条，把职工当亲人，带着感情抓安

全，“不要一两带血的煤”。

河南煤化集团把安全当做“一号

工程”，全面推行“012345”主动预防型
安全管理模式，即牢固树立安全“零”

理念；始终把安全工作作为高于一切、

重于一切、先于一切的“一号工程”来

抓；强化煤矿安全基层和基础“双基”

建设，注重超前预防；以科学的正向激

励机制为导向，优化用人机制、严格奖

惩机制、完善考核机制“三项机制”；建

立了以科技投入为导向的安全保障体

系、以素质提升为导向的职工培训体

系、以强化管理为导向的安全评价体

系、以防灾抗灾为导向的应急救援体

系“四大体系”；构建了“矿井自主、系

统自控、区队自治、班组自理、员工自

律”的“五自”管理体系，建立了安全生

产长效机制。

在安全管理上，河南煤化集团坚

持四个“先进”和五个“严格”，即先进

的理念、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技术装

备、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严格的安全

管理制度、措施落实制度、隐患排查制

度、领导干部带班下井制度、责任追究

制度，并积极创新安全管理，严格落实

三级隐患排查自述旬报和三级安全程

度评估评价两项制度，坚决让不安全

没有理由，让安全生产心中有数，持续

保持了安全生产的良好态势。

截至今年 9月份，永煤公司已经
连续 8年实现零死亡，鹤煤公司连续
1200天实现零死亡，化工、有色金属、
装备制造等产业均保持了安全生产

的良好态势。河南煤化的“012345”主
动预防型安全管理模式，得到了国家

领导人的批示：“河南煤化集团的经

验证明，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可防可

控。”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监局联合

下文在全国推广河南煤化的安全管

理经验。

抓好安全工程“从零开始、向零奋斗”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倡导的价

值观被员工认同后变成自觉的行为

习惯。三年多来，河南煤化集团企业

文化建设经历了文化理念提炼、宣

传、践行三个阶段，形成以“人企合

一、顺势而行”企业哲学、“用心做事、

追求卓越”企业核心价值观、“行业领

先、国际一流”愿景目标为主要内容，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丰富管理内涵、

自身特点的先进企业文化体系，成为

了 20 万员工的思想共识与行为标
准。

重组以来，企业文化建设在河南

煤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

展文化提升企业综合实力。河南煤化

集团在“用心做事、追求卓越”、“抢先

一步，遍地黄金”、“跳出企业看企业”

等优秀管理理念，大力实施“两调整

两提高”战略举措，持续提升，重在落

实，稳中求进，推动企业实现科学高

效发展。成为河南规模最大、效益最

好、活力最优的工业企业。2011年，重
组短短两年时间，就一举冲进世界企

业 500强，位居第 446位，2012年，河
南煤化再次进入世界 500 强，名列第
397 位，较上年上升 49 位，并连续两
年位列中国煤炭企业 100 强第 2 位，
连续 3 年位列中国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行业“效益十佳”第 1位。

感恩文化推动和谐企业建设。河

南煤化集团把感恩作为一种文化基因

深深注入员工心中。在感恩文化的影

响下，河南煤化集团始终坚持“发展依

靠职工、发展为了职工、发展成果与职

工共享”的理念，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社会，感恩企业，

感恩员工，务必珍惜岗位奉献期，把企

业当家，把事业当命，用心做事，追求

卓越，切实扛起肩上的担子，不断增强

工作的原动力。同时，勇担国企社会责

任，在国家急难险重面前展示长子风

范，为国分忧，为民解难。2011年，全
年上缴税费 125 亿元，同比增长
38.9%。捐款 2000万元支持地方公益

事业。全年新增就业岗位上万个，吸纳

就业人数近 3万人，有力彰显了世界
500强企业的大爱和责任。

近年来，在河南煤化先进文化的

引领下，河南煤化集团涌现出了荣获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孝老爱

亲模范”等荣誉称号的谢延信；荣获

“全国煤炭工业 100 名感动中国矿
工”的高兴超；荣登“中国好人榜”的

王建设等。河南煤化集团所属多家成

员单位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企业文化示范矿”、“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模范

企业”等称号。

突出文化引领 形成“人企合一”哲学

调整产业结构 煤炭从燃料转向原料

建立创新体系 科技贡献率达 50%以上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关乎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甚至是生死存亡。河南煤化集团在“先人一步、持续创新”的优秀理念

引领下，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

新体系，在全体职工中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创新精神，促使更多的创新成果不断产生，自主创新的源

泉充分涌流。

从积极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中国矿业大学等著名院校合作，到

揭牌成立九三学社中央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试点单位及河南省绿色开

采地质保障技术院士工作站，河南煤化集团成功搭建起了自主创新

平台，完善了创新体制机制。截至目前，河南煤化集团共拥有 23个研
发机构，其中国家级技术中心 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个，省级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 2个，形成了一整套自主创新体系。

河南煤化集团更是通过机制创新，探索出企业管控的新模式。在

“两调整、两提高，两创新、两带动”战略举措引领下，河南煤化集团大

刀阔斧，披荆斩棘，推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性管理举措。以内

部市场化、制度化、规范化为主要内容的“三化”管理，标煤计量、选煤

厂和煤矿的分置运作，以煤炭产量增量为标准的考核激励措施，安全

基础、基层的“双基”建设……这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得到了有效推广

和固化。

“合成气制低碳醇催化剂的设计与结构控制”、“煤间接液化技术

的开发”等一批国家 973项目和国家 863项目开发利用，聚甲醛和改
性聚甲醛、碳纤维项目等凝聚高科技、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三

高”项目投产建设……

近年来，河南煤化集团共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8项，拥有专
利 268项。科技进步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0%以上。据了解，
河南煤化集团年均科技投入占集团全部营业收入的 3%。资源、产业、
技术、市场的聚合倍增效应进一步显现，企业步入创新驱动、内生增

长的科学发展轨道。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起点上的河南煤化集团将继

续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勇于担当，倾力

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南煤化集团在建的亚洲最大聚甲醛项目基地

河南煤化集团自主生产的亚洲最大轴承

永煤集团现代化选煤厂场景

河南煤化集团自主生产的国内首套

煤制甲醇设备———中国“航天第一炉”

现代化的综采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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