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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公布的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河
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的正丰
矿工业建筑群赫然在列， 序号
1638。“国保”称号的获得对于
井陉矿区的这些老房子来说显
得格外特别和珍贵， 因为今年
正是这些建筑物的百年华诞。

井陉矿区， 在 《大英词
典》 中被称为中国十大煤矿
之一。 1912 年， 军阀段祺瑞
入股正丰公司， 并指派其弟
段祺勋为总经理。 1913 年，
段家投巨资建设段家楼 ，
“段家楼” 是一座具有西洋建
筑风格的楼群， 是河北省石
家庄地区仅有的西洋建筑与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完美结合

的艺术珍品。
早在十几年前，井陉煤矿

开始面临煤炭资源日益枯竭
和转产发展的压力。就在井陉
煤矿似乎就要与一个长久的
历史阶段挥手告别的时候，人
们发现了这些灰头土脸、破旧
不堪老房子的价值。

在 2001 年被评为省级文
保单位后，段家楼旅游开发的
步伐逐步加快。 2008年，经过
整修后的段家楼正式对外开
放，旅游业成为改制后的冀中
能源井陉矿业集团公司的重
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这里正
在打造一个以工业遗产为龙
头、其它山岳风景为辅助的特
殊旅游带。

案例

井陉矿区：
从历史中挖掘宝藏

2004 年，著名的重工业城市沈阳在
拆除了上千座烟囱之后， 最终还是把最
后的三座百米烟囱定向爆破了。

这三座巨无霸烟囱都属于沈阳冶炼
厂，第一座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座
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第三座建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 三座烟囱都是钢筋水泥浇
筑而成，平均直径都在 10米以上，而每座
烟囱相距不过 20多米。

冶炼厂三大烟囱曾经是沈阳市的地
标建筑，也曾经是沈阳的骄傲。在还没有
拆除的时候， 人们对如何处理这些废弃
的大家伙有过不少争论， 但在它们轰然
倒塌后则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国营大企业尤
其是一些重工业厂家纷纷转产和关闭，
留下了很多的工业遗产。

特别是最近几年， 为了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 不少大型工厂搬离原址转移到
城市外围，留下了大量大型厂房、烟囱和
长长的输送管道， 最典型的如北京的首
钢和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这些大型工厂不仅曾经创造过大量
的经济财富，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标志，
如果简单地把它们拆除重建， 损失的可
能不仅仅是物质财富， 还有城市文脉和
时代记忆。

如何对待工业遗产，是全世界工业国
家都曾遇到的问题。现在欧美国家普遍认
识到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
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尊重工业
建筑的历史价值，并通过持续性和适应性
的合理利用来证明它的价值。

建设工业博物馆和开展工业旅游是
工业遗产保护性再利用的重要方式，如
英国的铁桥峡谷主要通过对原有的工业
遗产进行保护来恢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
境和建造主题博物馆来发展旅游业。

今天，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全面恢
复， 青山绿水掩映着古老的工业遗址，
1986年 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
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因工业而闻名的世界遗产。 其它的
例子如德国的鲁尔老工业区、美国巴尔的
摩的内港、新加坡的圣詹姆斯发电站等。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工业遗产地被

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国家文物管理部
门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正在迅速提升。

从 1996年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开始，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列为一个保护类别，2001年公
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第
一次将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和位于青海
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列入“国
保”名单。到 2006年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公布时，又有青岛啤酒厂早期建
筑、钱塘江大桥、中东铁路建筑群、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导弹卫星发射场遗址等 9 处
近现代工业遗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行列。
7年以后的“国七”则有了更大的突破，一
下子有 50多处工业遗产列入了“国保”的
行列。

在这个长长的“国保”工业遗产名单
中， 不排除有些工业遗产之前并不是省
级、市级甚至区级的保护单位，这得益于
去年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在这次长达四五年的全国拉网式文物普
查中， 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包括工业遗
产、乡土建筑、文化线路在内的新型文化
遗产。

但列入“国保”的几十处工业遗产也
只是我国大工业时代的最典型标志，还
有大量的工业遗产遍布在全国各地，需
要列入省、市、区等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
单位行列，同时，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和
利用这些看似陈旧不堪的“破烂”，也考
验和衡量着我们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决
策者的人文素养、审美眼光和工作能量。

近日，国务院公布
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共计 1943
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
点文物单位合并的项
目 47 处， 其中一大批
工业遗产纳入了“国
保”，引起社会关注。

“

中石化发布
228.7亿元“碧水蓝天”计划

钱振文

工业遗产：国企中的“国保”
2005年—2012年， 中国石化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

44.2%， COD 排放总量下降34.1%， 工业取水量下降
18.2%； 累计节约标煤1804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4438 万
吨。 截至2012 年底， 中国石化实现地热供暖面积1000万
平方米， 供暖规模已占全国常规地热资源供暖面积的
25%， 年可替代标煤14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38 万吨。

2012年11月， 中国石化在中国工业企业中首个发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环境保护白皮书》 并郑重承诺：
只要是环境保护需要花的钱一分不少， 凡是不符合环境
保护的事一件不做， 如果是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效益一分
不要， 以实际行动落实全球契约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今年4月， 中国自主研发的1号生物航煤首次试飞成
功， 成为国际上第4个拥有生物航煤生产技术的国家，
中国石化在国内独家拥有此技术， 可将棕榈油、 餐饮废
油变为生物航煤， 让航空离绿色近一点， 餐桌离安全近
一点。

作为全球契约的领跑企业， 中国石化已成为企业界
绿色低碳转型的倡导者与引领者。 目前， 中国石化已基
本形成包括技术开发、 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在内的较为
完整的低碳能源业务产业链。 到2020 年， 中国石化低
碳能源将形成规模化产业， 成为主营业务的有益补充，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在7月30日举行的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上， 全球契约
中国网络轮值主席、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揭幕了企
业界关注气候倡议书的同时， 中国石化向外界公布了将
投资228.7亿元的“碧水蓝天” 环保计划。

“这是中国石化史上规模最大的环保治理行动， 也
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次性投入最密集、 涉及范围最大
的环保专项治理行动。” 对于此次计划， 项目主要负责
人， 中国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主任耿承辉介绍
说， “此举是继2012年， 中国石化在中国工业企业中率
先发布 《中国石化环境保护白皮书》 之后， 向社会公布
的又一环保承诺。”

这228.7亿元的项目将如何实施， 是公众比较关注的
问题。

据耿承辉介绍， 此次环保治理将突出三个重点， 一
是在污染物减排与达标排放方面， 主要包括与国家环保
部所签订责任书指定总量减排项目、 责任书明确治理要
求及四项主要污染物治理减排核算核查相关工作要求；
二是在改善作业场所及企业周边环境质量方面， 主要包
括油气回收、 异味治理、 无组织排放源挥发性有机物检
测与控制、 噪声治理； 三是在环保隐患治理方面， 主要
包括环境风险防控、 地下水污染防控、 废渣处理、 生态
保护及固废处置中心建设。

对于本次专项治理将要达到怎样的减排目标， 耿承
辉告诉记者， “中国石化将在全面完成国家下达‘十二
五’ 主要污染物治理减排目标责任书要求的基础上， 明
显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提升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现在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共识是淘汰落后产能， 除此
之外， 金融业 （银行、 保险、 证券等） 和房地产及相关
产业的调整， 也是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必经之路。 从长期
来看， “克强经济学” 的调结构和去杠杆化将会有利于
淘汰落后产能， 但短期内政策的效果很难马上显现， 甚
至会给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带来巨大冲击。 但对于
亟须转型的产业来说， 遵循“克强经济学” 虽然会带来
剧烈阵痛， 但却是能刮毒疗伤的对症良药。

众所周知， 很多国企都属于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
船大难调头， 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 国有企业扮演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国企怎样去做关乎我国经济结构
性改革的成败。

目前， 我国的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都分
布在传统产业， 不少都处于产业链、 价值链的中低端环
节， 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 此外， 一些行业产业
集中度较低， 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核心竞争力不强， 存
在重复建设、 恶性竞争、 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等问题；
甚至一些企业内部还存在大而全、 小而散的现象， 成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性短板。 因此， 国有企业的“结构
性改革” 已箭在弦上， 不得不调。 “转方式、 调结构”
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轴， 国有企业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
历史机遇。

落实到具体做法上， 首先， 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
企业要根据自身功能定位， 进一步梳理主业， 明确不同
领域不同特点的布局结构调整思路， 并且根据各个行业
的现有布局状况， 明确加强和调整的重点， 做强优势行
业； 其次， 要根据产业的发展趋势， 明确重点发展方
向， 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 第三， 要通过兼并重组、 关
停并转、 加快“走出去” 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第四， 要考虑区域布局， 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注重
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 实现
国有资本的合理高效配置。

“克强经济学” 自实施以来， 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减速
中行驶。 政府有压力， 市场有压力， 企业也有压力， 但是
有压力才能转型。 不在调整中走向兴盛， 就在调整中走向
衰败， 这是无法回避的命运， 国有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
识。

从“克强经济学”
看国企结构调整

安全高效发展的起点，在于突破
了传统煤矿建设理念。 神华神东煤炭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东
集团”）在安全高效发展过程中，安全
文化建设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从 2000年到 2012年，累计生产原
煤 15.6 亿吨 ， 平均百万吨死亡率
0.027，4度实现亿吨无死亡。

神东集团是中国第一个 2 亿吨
级煤炭生产基地。 地跨陕蒙晋三省
区，员工 4.35万人。 有 20座安全高效
矿井，累计生产原煤 16 亿吨、实现税
费 1000亿元、利润 800亿元。

早在 2004年，神东集团明确提出
了“百万吨死亡率向零进军”的目标，
近十年来一直成为公司生产运营的核
心责任指标。 2012年 10月，神东集团
又提出了安全生产“零伤害”的目标。

神东集团发挥安全文化重要作
用， 深入分析煤矿安全生产普遍存
在的问题 ， 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
识， 研究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为煤矿风险预控体系原创地和
成功实施的先行者，神东集团在推广应
用中， 始终注重文化的创新与应用，得
到了良好效果。神东集团把实施风险预
控体系前后五年作了对比。风险预控体
系实施前的 2002年至 2006年 5年间，

平均百万吨死亡率为 0.037。 体系实施
后的 2007年至 2011年 5年间，平均百
万吨死亡率下降为 0.014， 百万吨死亡
率同比下降了 62%。

在安全文化建设中， 神东集团重
视构建“一主多元”文化要素，积极引
导下属单位开展子文化建设。 据介绍，
补连塔煤矿通过持续不断的安全“零”
文化建设， 这个矿安全生产周期超过
12 年， 已经实现连续安全生产 4675
天，产煤 2.3 亿吨，无一人死亡。

目前， 神东集团通过开展“安
康杯” 和“五个一、 两牢记” 活动
（一安全文化廊、 一安全主题歌、 一
安全教育书、 一安全文艺节目会演、

一岗位风险在心中主题演讲， 及员
工岗位安全风险预防和岗位应知应
会两牢记等安全主题活动）， 大力弘
扬先进的安全理念； 通过文艺汇演、
漫画展览、 事故案例展、 安全论坛
等， 提高认识、 陶冶情操， 促进了员
工行为习惯的养成， 夯实了企业安
全生产的基础。

神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牢
固树立安全“零伤害”的理念，建立安
全发展的长效机制，把安全文化建设
融入安全规章制度、管理工作流程和
各种行为规范之中，真正使安全文化
外化于形、固化于制，内化于心，不断
取得安全高效发展的新成果。

神东集团:安全文化传正能量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张晨璐

(上接G01版)

（上接G01版）

井陉矿区“段家楼”

与井陉矿务局相比，青岛
啤酒厂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
用则显得轻松和顺利。

1903 年， 为了满足在青
岛的德国占领军和侨民的需
要，德国商人在青岛德租借创
办了青岛啤酒厂，称为“日耳
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
日本侵占后，成为“大日本麦
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管
后改为“青岛啤酒厂”。

2003 年， 青岛啤酒厂即
将迎来百岁生日时，厂领导决
定利用当年的老建筑建设啤

酒博物馆。 当时，他们走访了
包括嘉士伯和喜力在内的世
界著名啤酒厂和他们的啤酒
博物馆，最后，青岛啤酒博物
馆的概念规划由著名的啤酒
博物馆设计者嘉世伯啤酒博
物馆负责人尼尔森设计完成，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
术研究所的设计人员完成室
内装饰布展。

2006 年， 已经成为博物
馆用房从而得到妥善保护的
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被列入
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青岛啤酒博物馆：
融贯历史与现实

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