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3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47 区域·陕西

环境优美的花园式化工厂

孙鹏 何武宏 胡建宏

陕煤化:探索能源企业低碳路径

2012年 10月 26日，“中国工程
院陕西能源化工循环经济论坛”在

西安举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陕煤化集团）

“十一五”以来在科技创新、产业整

合、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成功做

法，得到院士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肯

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院士建

议：陕西应高度重视煤炭开采、提质、

转化利用等产业链的优化布局，以陕

煤化集团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研发平

台，联手更多科研机构，共同开发煤

热解、气化等关键技术；中国工程院

院士金涌指出：由于煤炭中含有大量

稠环碳氢化合物，分解难度大，能耗

高。对其进行低碳利用的有效办法，

就是分质分级利用。这一点，陕煤化

集团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

陕煤化集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

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煤

炭资源优势和行业整体优势，从培育

壮大以煤炭开采、煤炭转化为主的能

源化工支柱产业出发，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对省属重点煤炭企业和煤

化工企业经过两次重组而成立的特

大型能源化工企业集团。近几年，作为

陕西省能源化工领域的骨干企业，陕

煤化集团认真贯彻陕西省委省政府

一系列决策部署，抓住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和国家能源重心西移的

有利时机，依靠科技创新、理念创新和

经营模式创新，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增

长，为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能源企

业实现低碳发展探索了一条现实可

行的路径。

做强主业 夯实发展基础

根据资源禀赋和企业实际，陕煤

化集团制定了“以煤炭开发为基础、

以煤化工为主导、多元互补发展”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毋庸置疑，能否

尽可能多地获得煤炭资源，并对其高

效开采和加工利用，是该集团能否持

续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关键。为此，“十

一五”以来，陕煤化集团在煤炭高效

开采与煤炭清洁转化方面，持续投

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2010年，陕煤化集团的资产总
额、销售收入、利税分别达到 1346亿
元、516亿元和 178亿元，分别比“十
五”末增长了 778%、468%和 1313%。
2012年，陕煤化集团主要经济指标稳
中有升，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250亿
元、利税 208亿元，继续保持了“每两
年翻一番”的发展速度。在 2012中国
企业 500强评选中，排名第 107位，
较上年前移了 51位，并连续 4年入
选中国企业效益 200佳。实现了企业
与职工、企业与社区、企业与社会、企

业与环境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

作为陕西省特大型国有企业和

国家确定的陕北大型煤炭基地重要

开发主体之一，陕煤化集团受到国家

能源局、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在资源获取方面优势独特。经过

数年滚动式发展，该集团现已经拥有

数百亿吨优质煤炭资源。按照“十二

五”规划的两亿吨产能推算，可供其

持续开采上百年，从而使企业具备可

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陕北地区煤炭资

源赋存条件好，地质构造简单，适合

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使煤矿建设成

本和煤炭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加之所

产全部为特低灰、特低硫、特低磷、中

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煤和化工用煤，

助推了企业赢利能力和竞争力不断

增强。尤其随着国家能源重心西移，山

东、河南、安徽等昔日的产煤大省变成

煤炭调入省份后，陕煤化集团的煤炭

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市场话语权、影

响力不断提升，企业的发展后劲更足，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煤炭板块的表现令人振奋，煤化

工板块的前景同样令人期待。2011
年，尽管市场环境整体疲软，全国大部

分化工企业惨淡经营，但陕煤化集团

前期铺承投入并精心培育的煤化工

板块，却当年实现了逆势增长，企业煤

化工板块不仅整体扭亏，而且贡献了

3亿多元净利润。
陕煤化集团董事长华炜欣慰地

说：“这主要得益于集团公司确定的以

煤炭开发为基础、以煤化工为主导的

两翼齐飞战略,更得益于省委、省政府
高瞻远瞩的决策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

虽然自 2003年以来，煤炭行业
景气度的持续攀升，给企业带来了丰

厚回报。但仅靠生产销售煤炭这种资

源类产品盈利的企业，将很难实现可

持续发展，也不符合陕西省委省政府

有关提高煤炭就近深度加工转化率，

推动陕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指导

思想。因此，虽然借助煤炭市场的好转

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陕煤化集

团“十一五”以来实现高速增长，但公

司上下始终居安思危，借助企业形势

好转的有利时机，不断改善职工生产

生活环境，偿还安全环保投入及民生

等方面的历史欠账，并加大了煤化工

领域的投入，推动一批大型煤化工项

目建设。目前，韩城、黄陵各 500万吨
焦化及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北元

化工百万吨聚氯乙烯循环综合利用

项目，天元化工 50万吨煤焦油轻质化
项目，陕焦 200万吨焦炭、20万吨焦
炉煤气制甲醇项目，陕化 3万吨 1,4
丁二醇及 60万吨合成氨、100万吨尿
素扩能技改项目均已建成投产。正在

建设陕焦 7万吨甲醇驰放气制合成
氨、陕化 10万吨 1,4丁二醇联产聚四
氢呋喃、蒲城 68万吨 DMTO、彬长 60
万吨MTP等高附加值煤化工项目。还
走出国门，开工建设吉尔吉斯中大中

国石油公司炼油项目。这些项目的落

地生根和实施，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范

围，化解了潜在的风险。同时，更好地

发挥了陕煤化集团拥有丰富优质煤

炭资源的优势，使企业抗风险能力和

赢利能力明显增强。

为解决煤炭运输难和运费高的

难题，使煤与煤化工板块更加紧密地

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陕煤化集团又启动了全球最长的管

道输煤工程———神渭输煤管线建设。

该项目北起神木，南至渭南，全长 748
千米，设计年输煤量 1000万吨。建成

后，将彻底解决渭南、渭北大型精细化

工产业基地的原料供应问题，实现煤

炭、煤化工产业一体化点对点直通，使

煤炭开采与煤化工两大支柱产业的

双擎作用更加显现。

科技创新 增强发展后劲

陕煤化集团自成立以来，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科技兴企战略，坚持产学

研用相结合，为企业的跨越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十一五”期间，陕煤化集团累计

完成科技投入近 30亿元，截至 2012
年 9月，该集团已经拥有甲醇制烯烃
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能源煤炭分质

清洁转化重点实验室、煤制化学品国

家地方联合共建工程中心等 3个国
家级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拥有陕西省

甲醇衍生物及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陕西省煤矿安全技术中心、

陕西省煤制烯烃类工程技术中心、陕

西省煤矿机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1个院士专家
工作站和 8个企业研发中心。并承担
了数个陕西省“13115”工程。

2012年 8月 31日，陕煤化集团
主导建设的“国家能源煤炭分质清洁

转化重点实验室”在西安正式揭牌，这

是国家在陕西设立的第一个由企业

主导建设的国家能源煤炭清洁转化

重点实验室。

与此同时，陕煤化集团还先后与

中科院机电所、煤炭瓦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煤炭工业协会咨询中心、大连

化物所、西北大学等全国顶尖的研究

院所及科技权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不断推出煤炭开采、煤化工转化领域

的前沿技术。

通过在科技研发方面的不断发

力，陕煤化集团在矿井安全治理、煤

制烯烃、粉煤催化干馏、煤焦油综合

利用等领域取得了数项科研成果。

“十一五”期间，该集团先后完成

各类科技成果 178项、拥有有效专利

34项，获得著名商标 3项，名牌产品
10种。一大批国内先进技术成功开发
并迈向产业化，奠定了陕煤化集团在

国内煤化工产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2010年 4月 12日，国内目前单
套最大规模煤焦油轻质化装置———

50万吨/年中温煤焦油轻质化项目在
陕煤化集团神木天元化工公司开车

成功并产出合格油品，当年 6月通过
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

的技术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使“陕煤—榆林版”煤制油享誉

海内外。

值得一提的是，由陕煤化集团主

导开发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新一

代甲醇制烯烃（DMTO-域）工业技术
仅仅用了 2年零 7个月的时间就研
发成功，创造了原创技术由实验室到

工业化试验，再到产业化示范项目启

动的世界速度。2010年，“甲醇制烯烃
（DMTO-域）工业技术迈向产业化”与
“嫦娥二号探月”等一同被评为“2010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为使现有科技成果尽快发挥效

益，陕煤化集团持续给力从理论到产

业实践的转化，一批在煤转化科技研

发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先进技

术迅速进入试车投运阶段，并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在煤制烯烃方面，最新研制的

DMTO-II技术正由集团下属的蒲城
清洁能源化工公司付诸实践。

在双醋技术方面，自主研发的甲

醇羰基合成醋酐联产醋酸技术由集

团下属的渭河煤化工集团建设实施。

高混合碳四催化裂解制丙烯技

术也于 2010年底通过了由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鉴定。

这项技术为我国炼油工业和化工工

业所产生的碳四资源的进一步增值

加工和综合利用，开辟了一条技术可

靠、经济性高的工艺路线。

陕煤化集团总经理杨照乾透露：

“集团公司在‘十二五’期间，还将继

续加大科研投入，规划投入不少于

120亿元资金，推进重点领域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并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

率提升至 85%，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抢占行业技术制

高点。”

多元发展 成就持续辉煌

陕煤化集团在突出煤炭、煤化工

两大主业的同时，一直坚持多元发

展。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布局发展多

元产业，形成了纵向延伸产业链，横

向拓宽业务范围，多元互补、相互关

联的立体式发展构架。现已形成以煤

炭开采和煤化工为主业，电力、物流、

装备制造、建筑施工、钢铁冶炼、金融

服务等多个产业链条。还通过投资新

建、收购兼并、内部重组等各种途径，

使陕煤化集团的全资、控股、参股企

业发展到60多个。成功打造了以煤炭
开采和清洁转化为基础，以产业之间

的代谢和共生为纽带，以技术进步为

支撑，以延长资源利用链条、增加产

品附加值为手段的资源共享、副产品

互用的循环经济圈。

在电力领域，该集团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大力发展煤矸石电厂和瓦斯

发电，有选择地参与坑口发电，着力发

展大型煤电一体化项目。

在物流领域，陕煤化集团充分利

用原有铁路专用线，积极参股国家铁

路干线建设。通过在沿海、沿江、沿河

选点建立物流集散中心等办法，不断

扩大市场辐射范围。同时，顺应销售模

式转变，积极构建煤炭网上交易，为煤

炭销售一站式服务体系搭建平台。

在装备制造领域，该集团对旗下

机械制造企业整合重组，成立了西安

重工装备制造公司，大幅提升了煤矿

机械化采掘装备、建筑机械、公路摊铺

设备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在建筑施工领域，陕煤化集团组

建了具有矿建特色的大型综合建筑

施工企业———陕西煤化建设集团。并

重组成立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打

造国内一流的循环经济建材公司。

在钢铁冶炼领域，该集团战略重

组了陕钢集团，进一步明确陕西钢铁

产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通过产业布

局优化和整体升级，为全省钢铁产业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在绿色健康领域，陕煤化集团组

建成立了陕南投资公司，依托陕南丰

富的生物资源和矿藏资源，发展绿色

加工、生态旅游等新型循环经济产业。

同时，联手西安开米股份公司，成立开

米绿色科技公司，成功进军环保液体

洗涤业。

在金融服务领域，该集团控股了

开源证券、长安期货，参股长安银行、

陕国投等金融企业。成立了陕西首家

省属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并于 2012
年 8月 28日正式开业。同时，积极筹
备煤炭板块上市工作，为集团实现跨

越式发展搭建融资平台。

为了打造具有循环经济效应的

产业集群，陕煤化集团加强了企业内

部的资源整合，在已完成建筑施工、重

工装备专业化重组的基础上，又先后

组建了管道物流、技术研究院、实业集

团、物资集团和化工事业部等专业化

板块公司；构建了神南公司、神木煤化

工产业公司、府谷能源开发公司、陕南

投资公司等区域性发展平台，形成了

专业化管理为主、区域化管理为辅的

大集团体制。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

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在当前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陕煤化

集团多措并举，创新驱动,依靠科技创
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性的形成

了与央企合作的“三峡模式”、与民企

合作的“北元模式”等一大批管理创新

成果，业已构筑出国企改革创新和勇

担社会责任的一幅幅精品力作，是新

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继承与

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陕煤化集

团乘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布

局完整的中国一流安全节能环保能

源化工企业雏形已现。锐意进取、追

求卓越的陕煤化人，正在释放着底蕴

深厚的正能量，向着“十二五”末实现

煤炭产能 2亿吨、销售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实现利税 500 亿元、跻身世界
企业 500强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速成的明星企业已不在少数，但客观讲，缺少

像巴斯夫、杜邦、BP等持续辉煌的国际“百年老店”。究其根源在于，我国

大多企业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甚至一些企业巧遇行业景气度提升、市

场行情向好之时便会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好。

不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投资扩张，还要在与主业毫不相干甚至十分陌

生的领域试水。由于根基不稳，大而不强，一旦市场变化，自然无法避免

衰败甚至猝死的厄运。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支撑、创新驱动、逆势而为，

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竟达 1250 亿元，同比增长 25%，连续 7 年保持

20%以上增长幅度，实现了两年翻一番目标。该集团何以能在逆势中增

长前行，取得骄人成绩？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讲：“根深才能叶茂。陕煤化集团之所以能在

逆势中增长前行，取得骄人成绩，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成功时借机固

本、居安时能够思危、扩张时不忘主业。”

“十一五”期间，陕煤化集团凭借煤炭市场的持续向好，实现了“每

两年翻一番”的快速增长。但在煤炭板块争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却能够

腾出精力和财力填补职工住房、薪酬待遇、安全环保投入等历史欠账，

为企业后续发展奠定安全环保与人脉基础。得益于投入巨额资金开展

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度转化相关技术研究，取得煤炭高效采掘、乏风利

用、煤炭分质利用及煤焦油轻质化、煤制烯烃、高混合碳四催化裂解制

丙烯等一批先进实用技术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科技工作者，为企业

后续高水平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同时抓住煤炭开采和煤化工

两大主线不放松，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布局新项目等途径，实现产

业聚集和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借以巩固和加强主业的主导地位。还在保

障主业平稳增长的同时，以产业链为纽带，以形成物流与资源大循环、

减少中间环节和运营成本为目的，稳步向电力、物流、装备制造、建筑施

工、钢铁冶炼、金融服务等与主业高度相关的领域拓展，形成主业突出、

科技支撑、多元发展的集团化构架。

由于该集团产业之间相互关联，扩张循序渐进，加之有坚实的群众

基础和主业基础，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因此，其增长不同于盲目扩张，其

谋划能着眼长远，其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持续增强。当去年至

今市场寒流遍布全球，许多曾经辉煌的企业惨淡经营甚至轰然坍塌时，

陕煤化集团仍能岿然不动，阔步前行，继续书写高速增长的诗篇。这样

的企业，才是行业的领袖和支柱。这样的企业，必能经得起市场的涤荡

与考验，并在历史长河中，成长为令人尊敬的“百年老店”。

期盼煤化工行业
“百年老店”

胡建宏

安全节能环保的现代化煤矿

陕煤化集团已形成以煤炭开发为基础，以煤化工为主导，

多元互补发展产业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