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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2013 年 2 月 5 日清晨 7 点，顶着凛冽的寒风，家住长
安区的华北制药职工老李走出了家门口。今天他没有像

以往那样骑上自行车赶往单位，而是来到华药总部门口，

上了等候在那的公司班车。因为从今天起，他的工作岗位

从集团机关转换到了位于藁城开发区的华北制药新园

区，在那里开始一份新工作。像老李这样从机关充实到基

层的管理干部，在华药不止一位。2013 年元旦刚过，1 月 8
日，华北制药召开会议部署相关产业链整合工作，华北制

药史上最大力度改革正式启动。随后，公司进行了机构改

革，机关管理人员经过全员竞聘后，百余名机关干部充实

到产业链及相关单位，为产业链及相关单位快速成为企

业跨越发展主力军发挥支撑作用。

集约高效：实施产业链整合

据悉，早在 2009 年华药重组之初，董事长王社平就提
出了企业改革思路：“按照扁平化管理的原则，调整管理架

构，压缩中间环节，减少职能重叠和交叉，理顺管理链条，

建立权责明晰、设置科学的管理体系，形成精简、统一、效

能的工作格局，提高治理结构的运行质量。”企业发展无止

境，改革无止境。华北制药经过三年多的调整，企业规模和

实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企业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为了

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今年 1 月 8 日，华北制药下发通知，
整合相关产业链，华药史上最大力度改革大幕正式拉开。

据介绍，华北制药此次产业链整合，按照“总体规划、

分步实施、稳妥推进、促进发展”的总体思路，以“构建扁

平化、专业化管控模式，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适应市场的

能力，构建集约高效的管理体系”为原则，在新头孢实现

从原料到制剂整个产业链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制剂、

白蛋白、抗肿瘤、保健品、新药研发等非青非头产业链的

完整构建和再造升级以及青类产业链等相关公司的整

合，将原来小而散的多家子公司整合为具备完整产业链

的专业化公司，形成战略投资管理中心+利润中心+生产
成本中心三级管理模式，达到企业管理扁平化、紧密型、

高效能的目的。

如火如荼：机构改革启动

生产结构变化，职能配置相应发生变化。在产业链整

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后，1 月 16 日，华北制药启动机构改
革，精干集团、股份公司机关，大批优秀管理人才充实到

了产业链，管理下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华药此次机构改革，力度之大、涉及之深、范围之

广、进度之快，为历史仅有。机构改革是再造新华药至关

重要的一步。为了真正达到以改革促发展的目的，在此次

机构改革中，公司严格遵循管理机构精简、人员精干、运

转高效的原则；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注重实绩、群

众公认的用人原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原则；遵

循双向选择、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原则；遵循精干机关

与加强充实基层相结合的原则，确保改到位，改出实效。

在具体措施中，华北制药实行机关干部全员竞争上岗机

制。除了任命的正处之外，副处以下的管理人员全员竞聘

上岗。集团、股份机关部门由 16 个精简到 13 个，人数由
340 名精简到 196 名，机关管理部门职能实现优化。140 多
名优秀管理干部通过二次竞聘充实到产业链及基层单

位，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牢基础。

以点带面：示范性效益凸显

俗话说：摸着石头过河。此次华药历史上最大力度的

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盲目而行。早在 2009 年，华药重组
之初，华药董事长王社平就提出要“理顺管理链条，建立

权责明晰、设置科学的管理体系”的要求，并于同年大手

笔开建新头孢项目，着手整合头孢产业链。经过近一年的

建设、两年的放量生产，2012 年，作为华北制药首家实现
从原料到制剂产业链整合的新头孢工厂，优势得到有效

发挥，18 条生产线全部实现满负荷生产，头孢类产品销售
收入同比翻番，企业真正实现集约高效运行。华北制药通

过深度研究新园区重点项目一体化运营的成功经验，放

开脚步，启动大力度改革，谋求通过产权主体整合，精干

管理层级，改革体制机制，集聚优势资源要素，形成一批

分工明确、优势突出、产业集中度高、核心竞争力强的链

式专业化公司，在医药大变革时代，实现转型升级，增强

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华北制药成为拥有新体

制、具备新优势、承载新希望的现代新型制药企业。

2012年开滦集团营业收入完成
1757亿元，比 2011年增长 20.7%，是
2007年的11.2倍，非煤产业所占经济比
重已经突破80%。同2007年相比，企业
利润总额和员工收入也分别增长

367%和118%。
一个100多年的煤炭企业仍在开采

本身就已经不易，何以还能有如此的生

命力呢？开滦的答案是———转型发展。

转型：
从调整发展战略开始

作为中国煤炭工业的摇篮，开滦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源型企业。

经过100多年的开采，整个矿区煤
炭资源匮乏、开采条件复杂、资源禀赋

差、企业办社会负担沉等问题已经日

益显现。到2007年，开滦还有煤炭资源
14.5亿吨，还可开采20年。20年后的企
业怎么办？

2008年，该集团对企业战略作出
重大调整，从战略层面推动资源型企

业转型发展。确立了“开放融入、调整

转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方

针，制定了《开滦集团2008—2010年及
“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对转型发展

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产业格局、规

划布局、规划措施等进行了全方位的

细化，从发展战略上将企业全面引入

了转型发展的轨道。

以此为先导，立足企业比较优势，

借鉴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和企业成功转

型的经验，着力对发展方式从六个方

面进行调整：一是从以煤为主的一元

发展战略转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多

元发展战略。二是从以产量增长为导

向的资源驱动型发展转向以循环经济

为导向的科技创新驱动型发展。三是

从着眼企业自身的发展转向融入区域

经济城企互动发展。四是从单区域挖

潜型发展转向以总部经济为基础的多

区域发展。五是从封闭式整合发展转

向开放式横向战略合作发展。六是从

传统粗放型管理转向以精细化、科学

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管理。

转型：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

与很多传统煤炭企业一样，“一煤

独大”过去一直是开滦产业格局和经

济结构最直观的概括。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开滦集团抓

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立足煤、延

伸煤、跳出煤，以传统的采煤、洗煤为

基础，构建起了现代煤化工、现代物

流、文化旅游等多种业态综合发展产

业新格局。

把煤炭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基础，

实施“内挖外扩”战略，通过“内挖外扩”，

累计可控制煤炭资源达到232亿吨。
煤化工产业走大型化、基地化、园

区化、低碳化、循环发展的路径，以新

能源、新材料为发展方向，推动产业链

向高端延伸，目前煤化工产品已达30
多种，到“十二五”末将达70种以上。初
步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的产业格局，

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综合利用水平国

内领先。

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产业的同时，向金融服务业和健康服

务业延伸。现代物流产业目前已形成

煤炭专业物流、物资第三方物流、国际

物流、汽车物流、逆向物流等五大业务

板块，物流产业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
元。金融服务业以财务公司为基础，拓

展服务范围和业务，提升规模效益；健

康服务业重点发挥企业已有的医疗卫

生资源优势，为社会提供医疗、养老、

康复为一体健康服务。

文化旅游产业以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为核心，构建矿业文化产业集群，打

造世界一流的矿业文化园区。

装备制造产业以原有的设备修理、

配套企业为基础，向以研发、制造为主

转化，开展高端产品研发，形成煤矿、煤

化工、冶金、节能环保装备四大板块。

不仅如此，开滦集团已经着手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十二五”

末，将形成以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

业为主业，以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及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培育发展的

“两主一新”产业格局。

转型：
以技术和管理创新为保障

作为传统的煤炭企业，在新的产

业领域站稳脚跟并实现快速发展，除

了战略的导向作用，持续开展管理和

技术创新让开滦集团受益匪浅。

几年来，开滦集团坚持基础产业

技术创新投入不低于营业收入的2%，
煤化工和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投入

占到了3%—5%。先后建立了开滦国家
级技术中心、煤化工研发中心、煤炭开

采技术研究中心，省市重点专业实验

室，组织科技人员立项攻关、研发创

新。4年多来投入40多亿元，开展了煤
矿深部开采技术试验研究，煤化工合

成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研

发等，实施重点科技攻关项目908项。
申报国家专利31项，有11项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今年1月，开滦煤化工研发
中心在聚甲醛改性、甲醇燃料、环己烯

下游产品开发、分子筛合成、煤化工废

水处理等技术领域提交的8项发明专
利申请被国家专利局受理。

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有

针对性地推进管理创新工作，提升产

业发展层次和效益。物流产业对传统

的运作模式实施了流程再造，企业内

部的物资供应物流实施集中采购、集

中储备、集中配送、集中结算的“四集

中”新机制；煤炭销售物流实施统一收

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统

一回款的“五统一”新流程；搭建了“源

头采购集中化、终端销售超市化、中间

配送扁平化、过程控制信息化”新平台。

以中润公司为代表的煤化工产

业，通过管理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形成

了煤焦化、煤化工、节能环保“三大产

业链”以及余热、氮气、弛放气、产品、

水、废渣回收“六大循环系统”，实现了

能源介质综合平衡利用，循环经济和

节能减排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12年7月9日，财富世界企业500
强榜单发布，开滦集团以2011年营业
收入225.193亿美元首次跻身其中。同
年的全国企业500强排名，开滦列第75
位，与2008年相比，前进了216位。

按照发展战略，到“十二五”末；开

滦集团原煤产量将达到1亿吨，营业收
入达到2500亿元，挖井出一条资源型企
业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开滦，这个跨

越三个世纪、历经135年沧桑的老企业，
正以生机勃勃，永不懈怠的雄姿，沿着

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大路阔步前行。

孟蕾权伟娜

百年开滦：
转型发展构建产业新格局
李晓辉白文刚

2012年的冀中能源是成功的。
煤炭产量实现 1.15亿吨，销售收

入 2200亿元，利税 130 亿元，其中利
润 45 亿元，位列世界 500 强企业第
330 位、中国企业百强第 41 位，中国
煤炭 100强第二位。

用集团董事长王社平的话来说，

冀中能源在市场供需关系逆转、省外

地方政策限制约束等不利情况下实

现逆市突围，这些成绩就显得弥足珍

贵。

开源，提升煤炭主业质量

冀中能源的主业是煤炭，是最大

的利润源。两年时间，通过省外煤炭

资源扩张和矿井技术改造，他们的原

煤产量从每年 5000 万吨跃升到一亿
吨，并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为全国第二

大主焦煤生产基地，主业的发展可谓

顺风顺水。但在 2012年，形势急转直
下，价格一向坚挺的焦煤每吨狂跌了

近 400元，利润和成本之间的矛盾愈
加明显。

如何优化生产组织，改变传统的

产煤方式，尽可能在不增大成本的基

础上多回收煤炭资源并且增加收益，

冀中能源做了很多尝试。集团下属东

庞矿矿长杨印朝介绍说，2612采煤工
作面的煤层厚度接近 6.5米。如果使
用传统 5米综采支架，将无法一次采
掘全部煤层，也会造成上千万吨的原

煤丢失，若分两次开采，就要挖掘两

次巷道，既费时费力，安全风险又很

大。

如果将支架升高 1.5米，采用 6.5
米一次采全高，成本会大大降低，相

比以前的采煤方式，东庞矿吨煤会比

别人多赚 100元。运用此技术，他们
一年时间共开采优质主焦煤近 200
万吨，实现了从单纯的增量提效向提

质增效转变。经过测算，与 5米综采
支架开采工艺相比，共为企业多创造

效益 4.9亿元。
“现在一个综采队、一个工作面

就能完成日产万吨的任务，这在以前

是绝对不敢想象的。”采了半辈子煤

的东庞矿副矿长张延广感触深刻。

同时，以大型化、重型化、智能

化、成套化为方向，冀中能源加快装

备升级换代速度，提升采掘机械化程

度和生产集约化水平，年产百万吨以

上煤矿达到 34个，占总产量的 68%。
其中有 11对矿井采用工作面充填开
采工艺，3对矿井应用了巷道矸石充
填技术，13对矿井实施了薄煤层开
采，8对矿井应用了风（水）源热泵技
术，19对矿井应用了沿空留巷技术。

据统计，全年充填开采煤量达到

250.7万吨，同比增加 132万吨，沿空
留巷 14385米，同比增加 5131米，薄
煤层开采也达到了 351万吨。“这些都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润。”王社平说。

节流，精细管理汇聚财富

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

也是生产力。冀中能源把强化管理当

做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经济形势，增强

企业实力、活力、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和增收节支的一个重要途径，实现了

生产过程的全面预算。

在精细管理方面有着独到之处

的东庞矿，想尽办法强化基础管理，

在精煤产品等级上细算经济账。洗煤

厂厂长朱贵戌说，精煤灰分每提高

0.1个百分点，回收率就会提高 0.8个
百分点。按照每月入洗原煤 50 万吨
计算，东庞矿月增加效益近百万元。

同时，他们还通过优化洗煤工艺，使

介质消耗大幅下降，介质消耗打破了

0.6kg/吨的国内最好水平，创出
0.59kg/吨的新纪录。

不只是东庞矿，在冀中能源，精

细管理渗透到了方方面面。集团按照

“工作程序化、责任定量化、制度刚性

化、行为规范化”的要求推行精细管

理，分系统、分专业、分工种、分岗位，

细化工作目标、规范操作标准、优化

管理流程、完善管理制度，注重过程

管理，实现无缝隙链接。2012年，他们
通过实施物供“三集中一统一”管理，

共节约采购资金近亿元。物资代储代

销量占到供应总量的 51.2%，省内五
个产煤子公司全部建立了井口超市，

实现了矿井零库存，有效杜绝了积

压、报废现象的发生，物资储备资金

降至 2亿元以下，较年初下降 26%。
依托财务公司平台，资金集中管理优

势充分显现，全年累计节约财务费用

2735万元，并有效保证了企业资金链
安全。

该集团还利用报纸、电视、网络、

广播等平台对员工进行“节约的就是

效益，省下的就是工资”等成本经营

理念灌输，形成了全员参与、全方位

开展节支降耗、提质增效的景象。据

统计，仅修旧利废一项，冀中能源就

节省了近 5000万元。

科技，创新也是生产力

用董事长王社平的话来说，建设

绿色开采生态矿山，就是要“以最小

的生态环境扰动，获取最大的资源回

收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以生态矿山为首的自主创新成

果丰硕，绿色生态矿山建设继续引领

煤炭行业发展潮流，梧桐庄矿、云驾

岭矿、东庞矿、邢东矿入选国土资源

部“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2012
年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21
项，其中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2项。
依托拥有的“两站、两院、五中心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河

北煤炭研究院、河北化工研究院，国

家技术开发中心、冀中能源技术中

心、河北省充填采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煤矿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

药新药研发中心）”的科研格局，冀中

能源积极研究因煤炭开采而引发的

地表塌陷和“三废”排放问题，化解了

诸多制约矿井生态开采的瓶颈问题，

相继开发、应用了井下巷道矸石充填

采煤法、综采机械化充填采煤技术、

矸石粉煤灰综采充填技术、高水材料

充填采空区采煤技术、水源热泵、风

源热泵、地源热泵、矿井水回灌技术

等一大批先进技术，为推进生态矿井

建设提供了雄厚的技术保障。仅综合

机械化充填采煤技术，冀中能源每年

就可充填矸石 180万立方米，回收“三
下”压煤近 250多万吨，矿井资源回收
率平均达到 93.7豫，采区工作面资源
回收率达 98.85豫，分别比国家规定的
指标高出 4.7和 16.8个百分点。

同时，由华北制药研制的我国第

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人源

狂犬病毒抗体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有了这种新型抗体，未来的人们

可以像治疗感冒一样，只需注射 1毫
克就能把狂犬病毒彻底清除掉。华药

集团新药研发公司生物所所长高健

说：“一个成年人如果被犬类咬伤，费

用要接近 2000块钱，我们这个药上市
之后，能够有效的替代现有的产品，

费用可以降到 1000元以下。”
从原料药老大到制剂新贵，华北

制药把目光锁定在潜力品种研发上，

用高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为了打

造战略转型的载体，华药一口气搭建

了微生物药物、生物技术药物、药物

制剂等 8个研发技术子平台，陆续成
功开发了杆菌肽、春雷霉素等 50多
个拥有核心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获

国家发明奖 5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8
项。目前华北制药有 25个产品销售
超过亿元。

冀中能源：提质增效逆市突围
王海 刘书红

华北制药
启动大力度改革

机关管理人员经过全员竞聘后，
百余名机关干部充实到产业链

华北制药公司外景

冀中能源绿色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