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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描绘愿景，文化开启未来。

按照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开

滦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文化创新的方

向，那就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实现

“六个转变”，即：由本部区域为主向

外埠辐射、加快文化融合转变；由基

础产业为主向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文

化转变；由集团一元文化为主向一主

多元、母子文化并重转变；由局部塑

造、模块建设向构建集团文化体系转

变；由管理控制、外在约束向以人为

本、价值引领转变；由企业文化建设

向实施文化管理、经济文化交互发展

转变。由此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工

作重点：以推动转型发展、文化强企

为中心任务，努力构建战略支持型文

化体系。主要做法有：

一是以先进理念凝聚发展共识。

开滦把塑造企业价值观作为建设战

略支持型文化的核心，树立开放、科

学的大文化观，努力汲取传统文化精

髓，不断发展升华优秀的企业文化，

构建起引领企业发展的价值理念体

系。提炼形成了以“特别能战斗”为企

业精神；以“举力尽责、强企富民”为

核心价值观；以“基业长青、员工幸

福”为共同愿景；以“为文明聚能、让

才智闪光”为企业宗旨；集管理、安

全、质量、执行、人才、创新、服务等分

项理念于一体的企业文化理念系统。

明确企业的根本使命和不懈追求，就

是把开滦建设成为持续繁荣的伟大

企业，不断提高开滦员工的幸福感；

明确“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彰显百

年老企建设大集团、再铸新辉煌的坚

强决心；明确人在企业内部的主体地

位，强调人的价值高于资产的价值、

共同价值高于个别价值、社会价值高

于经济价值；升华历史责任感，倡导

在“举力尽责”中实现目标、体现价

值，在举力尽责中创造财富、获取利

益、强盛企业、富裕员工，打造员工与

企业共同发展的价值共同体和责任

共同体；培育“说了算，定了干，落实

责任抓兑现”的执行理念，以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万众一心的胆识和气

魄贯彻战略意图，执行战略规划。

二是以文化融合促进战略重

组。在实施产业扩张、兼并重组的同

时，坚持同步实施文化输出、加强文

化管理。一方面，坚持集团文化建设

“五个统一”的原则，即保持企业精

神、企业宗旨、核心价值观、目标愿景

和 VI的统一，体现集团文化的战略
性和主导性，用共有的价值观和理

念形成发展共识、统一员工思想、规

范经营行为，为集团公司战略扩张、

做大做强营造和衷共济、力促发展

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客观认识不

同单位、领域、群体在文化方面的差

异性和个性化特征，尊重他们的文

化习俗、管理方式，体现集团文化的

整合性和包容性，鼓励所属企业在体

现集团主导价值观和文化本质的前

提下，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各方面的

条件，创造性地进行个性文化建设，

为开滦企业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

新的内容。

三是以分项文化引领新兴产

业。随着企业转型发展步伐的加快，

开滦集团已经形成了煤炭生产、煤

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电力、建

筑施工、建材化工、节能环保等多元

发展的产业格局。新兴产业的发展

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坚持

“传承开滦、主体统一、多元发展”的

方针，在强化集团主体文化控制力

的同时，大力加强行业特色文化建

设。培育了“循环经济、绿色化工、行

业示范、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煤化

工产业文化；探索了“三位一体、一专

多元，追索市场、创造需求，精准经

济、用户满意”的物流产业文化；优化

了以落实“双标”管理、实现“两个规

范”为内容的满意服务文化；深化了

以准军事化职业行为训练为载体，

以塑造本质型安全人为目标的煤矿

安全管理文化。

四是以管理文化提升战略执行

力。企业文化建设成功与否，不仅在

于提出了先进的理念，更在于将先

进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转化为

员工的共同追求。开滦坚持以价值

理念为先导，以制度转化为枢纽，以

管理创新为支点，深入整合企业的

行为文化，形成了以三个管理平台、

一个保障系统为核心的“三加一”开

滦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三个管理平

台，即“精细管理、双向控制”

（RMDC）现场管理平台、市场化精细
管理平台和安全文化管理平台；一

个保障系统，即准军事化职业行为

训练。“三加一”管理模式的构建和

实施，有力推动了企业精神和价值

追求向管理实践的融入渗透，逐步固

化成为员工的管理行为和操作习惯，

锻造了一支“纪律严明、团结协作、品

格坚毅”的过硬队伍。

五是以文化产业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百年开滦积淀的文化资源

极具典型性和稀有性，享有许多珍

贵的矿山遗迹文献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现有国家一级文物 48件，二级文
物 72件，三级文物 326件），这为开
滦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开滦品牌影

响提供了独有的基础条件。2008年
以来，开滦抓住国家、省市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的难得机遇，响亮地提出打

造“文化开滦、中国鲁尔”的目标。坚

持文化与产业对接，将文化产业列入

企业转型的“四大战略”，实施企业发

展和文化兴企一体化战略，推进文化

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努力建设“中

国矿业文化产业基地”和“世界一流

的矿业文化园区”，高起点、高品位、跨

大步地推进文化产业，文化产业集群

已初见规模。以工业旅游为核心的开

滦国家矿山公园一期工程———煤炭

工业博览园、开滦博物馆已经竣工开

园，形成了以博物馆为主体，井下探秘

游、三大工业遗迹和三座分展馆交相

辉映的矿业文化博览园。开滦博物馆

自 2009年 10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
已接待各级领导、来宾和矿工 20余万
人。下一步将加快建设老唐山风情小

镇、现代矿山工业示范园区，延伸文化

产业链条，拓展影视和动漫产业领域，

进一步扩大开滦文化的辐射力和影

响力。

六是以品牌文化提升企业影响

力。开滦高度重视企业形象的建塑和

传播。按照与建立现代化新型企业所

应具备的企业形象要求，全面导入

了企业 VI视觉识别系统，对开滦标
识、标准字、标准色等进行了规范与

修订，设计了开滦旗帜，创作了开滦

之歌，形成了统一的、全方位、多层次

的鲜明企业形象。先后策划出版了一

大批饱含开滦历史底蕴的文艺作品，

创作出《俏夕阳》、《百年追梦》、《打春》

等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其中《俏夕

阳》荣获央视春晚舞蹈类节目一等

奖，大型歌舞《百年追梦》2009年两度
在人民大会堂成功演出，多项作品获

得中国职工艺术节大奖；2008年完成
拍摄的 20集电视连续剧《大龙脉》，
在央视 8 套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
2012年，还启动筹拍了电影《曹妃传
奇》（暂名）、电视剧《百年开滦》和电

视纪录片《乡音》三部影视文化产品，

目前已完成项目论证，进入实质运作

阶段。

七是以和谐文化提升员工幸福

指数。秉持“基业长青、员工幸福”的共

同愿景，始终把建设和谐企业作为自

身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追求经济

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员工收入，改善

员工生产生活条件。金融危机面前，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了“矿井不减

产、工人不减薪、岗位不裁员”。 2009
年至 2012年，解决员工子女就业 1242
人，其中多渠道安置困难员工子女 450
人。积极构建为员工办实事长效机制，

员工收入“十一五”期间累计增长

104%；2008年至 2012年，累计投入
27援8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从根本上
解决员工住房困难。在“共建、共享”的

和谐企业氛围中，不断提高员工的幸

福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百年开滦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

大活力，企业规模和发展质量都取得

了重大突破。2008年到 2012年，原煤
产量增长了 190%，营业收入增长了
10.2倍，利润总额增长了 385%，利税
增长了 148%，非煤产业收入比重达
到 80%以上。企业影响力显著提高，
2012年进入世界 500强企业，排名第
490位；在中国企业 500强中排名第
75位，5年前进了 216位；在中国煤炭
企业中排名第 6位，5年前移了 8位。
开滦集团先后荣获全国企业文化示

范基地、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河北省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特别

能战斗”精神被评为“新中国 60年最
具影响力十大企业精神”。开滦国家矿

山公园获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

北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等称号。

文化创新，构筑转型发展的强劲支撑

开滦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著名企业，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百年老

矿战略转型的实践中，开滦集团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高扬“特别能战斗”的旗帜，努力构建富有时代感和开

滦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为集团公司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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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开滦集团的井下巷道

从 1878年创办至今，开滦为国
家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代

民族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

国早期工业化的发端，开滦煤矿从

创办之初就寄托了当时具有先进文

化意识的人们求强求富的一代梦

想，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一系列先

河。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开

滦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和营销网

络，对整个中国煤炭工业产生了长

久影响。作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

摇篮，开滦培育了一支优秀的产业

工人队伍，铸就了开滦人“特别能战

斗”的精神品格。

在各个历史时期，开滦集团都

非常注重对自身文化资源的挖掘

整理，把传承“特别能战斗”精神作

为历史责任，并在薪火相传中不断

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

鲜明的开滦文化特征和文化精髓。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文化。开滦从

创办之初至以后的若干年，就是中

外文明的交汇地和国内南北文化的

汇聚点，刻下了许多西方管理文明

的印记，形成了开滦人特有的放眼

世界、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二是

敢开先河的创新文化。作为近代中

国的“路矿之源”，开滦创造中国近

代工业史上的数十项“第一”，展示

了开滦人勇立潮头、敢开先河的优

秀品格，百年开滦始终走在煤炭工

业发展的前列。三是勇于担当的责

任文化。开滦人以“举力”而自强，

以“尽责”而自勉，就是要通过举推

动、扭转、创造之力，尽人本、团队、

社会之责，进而实现企业强盛、员工

富裕、社会和谐。四是为国分忧的奉

献文化。在国家危难关头和历次重

大灾难面前，开滦人总是挺身而出、

全力支援。周恩来总理曾两次表扬

开滦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救了

急”。五是百折不挠的拼搏文化。开

滦工人阶级英勇无畏、顽强拼搏的

革命斗争精神，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他们特别能战斗”。开滦曾历经大

地震和特大透水灾害等数次困厄与

突变，但始终给人以直面挑战、百折

不挠、战胜困难的豪迈。六是精细规

范的管理文化。开滦早期的管理堪

与西方企业媲美。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后，开滦秉持“沟通、精细、透明”的

管理理念，塑造了“精细管理、规范操

作、执行到位”的文化风气，促进了企

业由传统粗放管理向科学精细管理

的转变。

这些优秀文化基因，不仅是开

滦过去战胜各种困难，创造伟大业

绩的精神支柱，也必将成为开滦做

大做强，再铸辉煌，永远走在时代前

列的动力之源！

文化传承，汇聚基业长青的动力源泉

作为一个创造过无数辉煌的百

年老矿，开滦的发展也曾面临诸多困

难：矿区资源枯竭问题正逐步凸显；开

采难度加大，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办社

会包袱沉重，自管的165个居民小区
每年后勤费用十多亿元；“一业独大”

和非煤产业发展缓慢的矛盾突出，煤

炭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豫以上，企
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开滦在全国企业

500强排名中5年后移了30位。而当时
煤炭行业大集团、大基地建设格局已

初现端倪，开滦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

于过去比肩发展的国有大煤企。

开滦的发展徘徊在重要关口，开

滦人面临着重要抉择。2008年，在深入
分析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开

滦借鉴国内外资源型企业的转型经

验，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产业基础

和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全面调整了企

业发展战略，确定了“开放融入、调整

转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方

针，全力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努

力建设“四跨”型大型企业集团。由此，

开滦迈开调整转型的步伐，展开了一

幅跨越发展的壮美画卷。

战略的调整和实施，本质上也是

文化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

伴随着新旧思想的交锋、多元文化的

交流、不同价值的交融。如何处理好文

化的冲突与碰撞，是企业转型过程中

面临的重大挑战。首先，要处理好扩张

中的文化融合。随着企业战略重组的

推进，开滦集团先后整合重组了蔚州

矿业、兴隆矿业、国和汽车等公司。这

些单位历史习俗、地域文化、管理传

统各不相同，客观上对开滦集团如何

实施有效的文化管理，提升开滦的文

化品牌价值，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经

营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次，要弥

合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开滦130
多年的发展历史，既积淀了许多优秀

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

着封闭、僵化、保守等旧有惯性思维，

这些旧有惯性思维对企业战略变革

形成强大阻力，解决不好将严重影响

战略实施和成功实现。第三，要为新

兴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随着产业

结构调整的深入，开滦彻底改变了“一

煤独大”产业格局，现代物流、煤化工

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产值达到集团

总收入的80%以上。深植于煤矿的传
统文化如何与新兴产业对接，引领和

支撑新兴产业发展，是开滦面临的崭

新课题。第四，要为企业转型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也是开滦“十二五”四大战略重

点之一，在企业的战略布局和产业格

局中占有重点地位。发掘企业文化资

源，把企业的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企业

面临的紧迫任务。

纵观中外取得非凡成就的企业，

莫不重视文化和战略的匹配与联动。实

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必须发挥文化力启

动经济力，文化力提升执行力，文化力

增强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建设优秀的企

业文化，必须与企业战略同步进行创

新，通过文化重塑驱动思想变革、理念

提升、习惯转变、管理创新和产业升级，

并把支持企业转型的价值观固化成企

业风气，保持变革成果的延续和发展，

为战略实施提供恒久动力。

战略思辨，打造驱动转型的腾飞双翼

百年开滦
文化强企再创 新辉煌

贾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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