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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一向与工业化同步，越

是现代化的城市越早承担污染的后

果，各地雾霾天气的出现，既是对现

代生产触碰自然底线的警告、对

GDP至上思路的反驳，也是对城市

规划的合理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和

可持续性的检验。

前不久连日雾霾天气，让地铁里拥挤的“口罩族”多了起

来。1月 15 日，记者在地铁里遇到刚刚从首钢谈完业务赶赴
“2012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年度峰会”的王先生———南京凯盛开

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监。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

绍，近来从北京市政府关停污染企业的力度来看，政府对

PM2.5的治理已经迫在眉睫。
有消息显示，北京市政府关停污染严重的企业已实现 58

家企业完全停产，同时有 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等方
式，实现了 30%以上的减排任务。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
长戴彦德在上述峰会上表示，未来几年，节能服务产业将成为

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产业“抓手”。在王先生看来，节能服

务产业正在创造巨大市场。

据 EMCA（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统计，截
至 2012年底，全国从事节能服务业务的企业 4175家，从业人
员突破 40万人，达到 43.5万人。其中，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备
案节能服务公司 2339 家，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从 2011 年
1250.26 亿元增长到 1653.37 亿元，增长 32.24%；合同能源管
理投资从 2011 年 412.43 亿元增长到 557.65 亿元，增长
35.21%，实现的节能量达到 1828.36 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
氧化碳 4570.9万吨。

去年，在全球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

我国节能服务产业队伍却稳步增长。

（下转第十二版）

“搭车”雾霾
节能服务市场化迫近
本报记者李金玲

“开滦集团走在转型大发展路上”之一

郑国双本报记者陈玮英

岁末年初，天寒地冻。开滦集团

2013年“两会”公布的数据却如一股
暖流，令人振奋。

2012年，在近十年来经济形势最
为严峻复杂的大背景下，开滦集团转

型发展取得新突破，经济实现平稳健

康发展，全面完成了河北省政府国资

委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全年原煤

产量完成 8257 万吨，同比增长 18%；
精煤产量完成 2006 万吨，同比增长
18%；营业收入完成 1741 亿元，同比
增长 19.6%。

转型发展取得新成效。加快构建

“两主一新”产业格局。全年非煤产业

收入比重达到 85%，同比提高 7个百
分点。

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各项经

济指标均按照河北省政府国资委要

求全面完成。

员工幸福指数持续提高。在岗员

工年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9%，十件实
事工程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保持稳

定，杜绝了重大伤亡事故。

回望 2012，几多感慨。2012年的
冬天，是近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与

天气相似，2012年开滦集团面临的经
济形势，是近十年来最为严峻复杂的

一年，也是扭亏增盈和转型发展任务

繁重艰巨的一年。

2012 年，煤炭市场发生急剧变
化，煤炭价格持续走低，销售难度加

大。从 4 月到 9月，开滦集团连续 5
次下调煤炭价格，精煤售价每吨平均

下滑 488 元，比年初下降 37%；动力
煤售价每吨下滑 59元，比年初下降
18%；因煤炭降价减收 24亿元。焦炭
也从 3 月开始 5次降价，累计每吨降
低 688元。开滦集团这两种主要产品
全年因降价减利 30亿元。

面对困难，开滦集团上下统一思

想，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持续加大增

收节支和扭亏增盈工作力度，拓市场

保总量，调结构提质量，控成本增效

益，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2012 年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十
七，开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文

学深入林南仓矿业公司、荆各庄矿业

公司，召开重点亏损单位扭亏工作现

场办公会，针对扭亏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现场研究解决办法。第二天，开滦

集团又召开重点亏损单位扭亏工作

调度会，针对这些单位扭亏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

2012年 5月 16日，开滦集团召
开扭亏增盈工作会议，张文学作重要

讲话。5月 18日，张文学深入林西矿
业公司专题调研开滦集团扭亏增盈

工作会议落实情况。在随后的调研工

作中，张文学每到一处都要强调扭亏

增盈、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工作的

重要性，要求各单位主动应对市场变

化，确保完成全年盈利目标。

2012年 8月 8日，开滦集团召开
2012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张文学和开
滦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

记裴华在报告中都强调了扭亏增盈

工作的重要性。会后，裴华先后深入

荆各庄矿业公司、销售分公司、赵各

庄矿业公司、赵各庄社区、唐山矿业

公司等单位进行调研指导。他每到一

处，都会强调增收节支、扭亏增盈工

作，要求各单位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

量，保证企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通过努力，开滦集团这艘巨轮经

受住了市场惊涛骇浪的冲击，平稳地

航行在转型发展的既定航线上。

回望 2012，几多欣喜。2012年 7
月 9日，开滦集团“十二五”期间一项
重要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这一天，

2012年世界 500强排行榜发布，开滦
集团首次入榜，位列第 490 位，跨入
世界顶级企业行列。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转型发展。开

滦集团企业战略的突破性转变始自

2008年，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转型
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12年，按照
河北省培育优势产业、打造强势企业

的工作要求，开滦集团调整发展战略

规划，确立了“两主一新”产业发展新

格局，按照省政府意见谋划了打造行

业航空母舰的实施方案。

2012年，开滦集团现代服务业加
快发展。全年预计，非煤物流收入同

比提高 6%，实体物流规模同比提高
40.73%，物流产业收入完成 1125 亿
元，同比增长 26.5%。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步伐加快，开滦集团中国矿业文化

旅游开发产业园入选河北省“十大文

化产业集聚区”，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通过省级风景名胜区终审论证。拓展

金融服务产业规模效益，全年预计，

金融产业营业收入完成 1.2 亿元，实
现利润 6245万元。

2012年，开滦集团煤化工产业逆
势发展，实现了增量增收，全年预计，

煤化工产业收入完成 196亿元，同比
增长 20%。

2012年，开滦集团战略性新兴产
业稳步推进。加快装备制造产业内部

资源重组和对外战略合作，加大技术

研发力度，引进高层次技术创新团

队，开展高端产品研发。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规划通过专家评审，矿山物联

网项目获省政府国资委批准。

回望 2012，几多温暖。2012 年 8
月 24日下午，特困员工严兴华家中
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严兴华的孩子考

上了大学，张文学前来看望并赠送了

助学金。

同一天，张文学还分别到其他 4
户特困家庭进行慰问，并将第三次启

用的“董事长特困职工救助基金”送

到即将踏入高等院校的特困员工子

女手中。据统计，“董事长特困职工救

助基金”自 2010年设立以来，已发放
13.6万元，累计救助特困员工子女 27
人次。

2012年 12月中旬，开滦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的一则通知引起员工家

属的关注，通知的内容是组织员工子

女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培训选拔工

作，为员工子女提供 355个就业岗位。
2009年，开滦集团出台了关于解决企
业员工子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

意见。2011年，开滦集团又制定了解
决困难员工家庭子女就业问题的实

施方案，当年，开滦集团招收员工子

女 1942人，其中分渠道安置困难员工
子女 450人。

开滦集团坚守员工与企业共同

发展的理念，保证员工共享发展成

果，员工收入稳步增长。大力推进三

年棚改攻坚战，棚改工程全面开工建

设，已累计竣工 129.3万平方米。持续
落实困难员工子女就业、“金秋助

学”、员工重大疾病防控、弱势群体帮

扶、生活小区环境改造等实事工程，

不断提高员工幸福指数。

回望 2012，开滦集团成绩喜人；
展望 2013，开滦集团必将取得转型发
展新突破，成绩再上新台阶。

《中国企业报》社持证记者名单 （新闻出版总署举报电话:010-83138953）

1月 28日，雾霾天气再次侵袭北京，并将持续数日。此前
的 1 月 12 日，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连续两天冲击 500，
PM2.5最高达 900，污染级别连续维持在严重污染的水平。

国家环保部紧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继续强化火电、钢

铁、水泥等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控制基础上，突出抓

好工业烟粉尘、施工扬尘、挥发性有机物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

理工作。这意味着，空气污染治理更多先拿企业开刀。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介绍说，在极重污染日，

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业的污染减排量

上升到 30豫，在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
30豫。在重点排减企业中，此次共有 58家企业实现停产，完全
切断污染源。这部分企业主要涉及建材、冶金、化工等污染物

排放相对较高的行业。

同时，又有 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减少污染供需，
提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率等方式，实现了 30%以上的污染
减排。在北京地区水泥行业中，强联水泥、平谷水泥二厂等均

实现全部停产，北京水泥厂也暂停部分生产线。北京市水泥行

业实现了 30%以上的减排任务。 28家施工工地停止了土石
方作业，北京现代 1 月 13日停产一天，北京水泥厂停用 1日
水泥窑生产线。

但“好景”并不太长。北京民间智囊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对《中国企业报》说：“我们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

续的，污染排放量远远超出了最大生态容量。”中国环境规划

院副院长王金南研究员也表示，根据监测数据就可以看出，北

京北部延庆等地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越往南，污染越重，特

别是到了河北的保定，污染就更严重。

（下转第十二版）

雾霾治理
遭遇区域协调难题

本报记者闵云霄

中润化工园区

开滦集团：转型路上新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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