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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技术创新铸就企业升级之力

中煤矿建：以创新打造企业升级版

作为国内最大的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企业，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煤矿建）集普通法、冻

结法、钻井法施工于一体，组建 60多年来，
一直担负着矿山建设的重任。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煤矿建培育的“猛

虎掘进队”，始终是煤炭战线的一面旗帜。

以“猛虎掘进队”为代表的中煤矿建人，靠

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开拓、特别能协作”的精神，在千米

井下采掘光明的同时，也书写下了矿山建

设者的风采。

走向市场后，在做强矿山建设主业的

同时，中煤矿建乘势而上，以同心多元的模

式，实施以建筑业为主营业务的纵向一体

化发展战略，并把市场触角延伸到了地铁、

隧道、桥梁、道路等施工领域，经济规模和

综合实力已连续 7年在全国矿山建设行业
中排名第一位。

近年来，中煤矿建不断加大矿山建设

的技术创新力度，不仅拥有了国家认定的

企业技术中心、煤矿深井建设国家工程实

验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引领着矿山

工程施工的发展方向，并被媒体誉为“矿山

建设的中国力量”。

中煤矿建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士兵说，

前不久国家领导人在谈到经济发展时强

调，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赵士兵认为，

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谋求管理升级、产

业升级和市场升级，其中产业升级是核心，

没有产业升级就谈不上经济升级。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煤矿建参加

过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煤炭基地
建设，曾为中国煤炭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10年前，由于国家压缩矿
山建设规模，施工任务不足、资金严重

短缺、社会包袱沉重等困难，曾使刚迈

入新世纪的矿建企业举步维艰……

困境中，中煤矿建化危为机，抓住

市场转暖和政策性破产两大机遇，制

定全新发展规划，顺利实现了 2003年
打基础、2004 年上台阶、2005 年大翻
身的发展目标，并从此驶入了发展的

“快车道”。为确保矿建施工全国领先、

世界先进，中煤矿建在立井施工中采

用了以“四大一深”为主体的机械化作

业线，把掘砌速度提高到了月超百米

的新水平。在煤巷、半煤岩巷、岩巷施

工中采用的配套机械化快速施工技

术，将掘进速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从此，在矿建市场，中煤矿建

便成了同行关注的焦点和追赶的目

标。

在陕西张家峁煤矿副平硐施工

中，中煤矿建运用综掘配套作业线，平

行快速施工，先后 4次刷新全国平硐
施工纪录。

在内蒙古不连沟煤矿施工中，中

煤矿建仅用 28 天就完成了 5463.2 立
方米的井下机头硐室工程，创全国硐

室施工新纪录。

在陕西杭来湾煤矿 30101首采工
作面胶运顺槽施工中，中煤矿建单月

进尺 1607.8米，创下了全国综掘月独
头进尺施工新纪录。

在内蒙古满来梁煤矿主、副斜井

工程施工中，中煤矿建克服倾角和断

面大等困难，采用炮掘月成巷进尺分

别达 330 米和 428米，创国内同类工
程施工新纪录。

在内蒙古赛蒙特尔煤矿的副井、

运输和回风三个斜井施工中，中煤矿

建分别创出了全岩炮掘锚网喷月进尺

321米和综掘成巷月进尺 1208米的全
国纪录。

“现在的施工速度是以前无法想

象的。”说起在施工中创出的纪录，赵

士兵娓娓道来，“以前，一个矿建工程

处的年掘进进尺能达到一万米，那是

了不起的成绩。现在，一个矿建工程处

的年掘进进尺都达到了十几万米，这

个速度，不仅在全国，即使在世界上也

是最高水平。”

中煤矿建的千米井筒装备安装、

超大型井架吊装在全国矿山建设领域

更是独占鳌头，并包揽了千吨级

以上井架吊装和千米井筒装备

安装任务。目前，中煤矿建已安

装了 30多个煤矿千米井筒装备。
此外，中煤矿建还承揽了国

内第一个数字化矿井———淮南

刘庄煤矿的矿区设备安装。在山

西同煤麻家梁煤矿重 1438吨、高
110米的主井井架吊装中，还第 3次刷
新了自己创造的井架吊装世界纪录。

2012 年，中煤矿建完成总产值
139.5 亿元，是 2007 年的 3.2 倍，年平
均增长 34%，综合实力和经济规模连
续 7年在全国矿山建设行业排名第一
位，并赢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全国优秀

施工企业”、“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

企业”等荣誉称号。

矿山建设市场不仅受宏观政策的

影响较大，而且行业内的竞争也日趋

激烈。

为此，在做强矿山建设主业的同

时，中煤矿建加快实施结构调整战略，

对施工结构和产业结构都进行了调

整。在此基础上，实施以建筑业为主营

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向上进

行项目开发，向下进行建筑产品的工

业化生产和制造，进一步延伸了产业

链条。

施工结构上，中煤矿建配置大型

盾构设备，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大力提

升地铁工程的施工水平，沈阳、北京、

天津、南京等市的地铁工程和广州市

的电力隧道工程，质量和进度都受到

了高度评价。

高精度贯通的 6992 米的熊洞湾
铁路隧道，因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是兰

渝铁路线设计中唯一的极高风险隧

道；提前贯通并顺利通车的离石 10200
米特长特大断面双线隧道，是太中银

铁路五大重点控制工程之一。

采用冻结法施工的世界最长跨海

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桩基工程

和世界第三大跨径桥梁———润扬长江

大桥的基础工程，均填补了国内桥梁

基础施工的技术空白。

整体收购的安徽开源路桥公司已

迅速做大做强，建成的连霍、合徐、界

阜蚌、三亚绕城等高速公路已顺利通

车。今年以来，该公司承揽的工程任务

已达到了 65.7亿元，市场触角已延伸
到了九个省。

在产业结构上，中煤矿建把房地

产业作为第二主业，在原有安徽安厦

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控股了安徽信

德置业公司，并先后开发了合肥颐园

世家和西城山水，宿州时代广场和新

街坊、萧县凤山花园等房地产项目。

在拓展施工领域的同时，中煤矿

建把开拓的力量还渗透到了采矿领

域，先后承揽了内蒙古乌兰色太煤矿、

陕西府谷二矿的生产采煤项目和安徽

白象山铁矿的采矿项目，成为我国第

一个进入非煤矿山采矿领域的

煤矿建设企业。

目前，中煤矿建不仅实现

了施工区域重点由华东向西部

的转移，还成功跻身老挝、土耳

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建筑市

场。

赵士兵表示，2012年，中煤
矿建非矿建主业产值为 56.7 亿元，是
2007年的 9.9倍，年平均增长 76%。面
对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和煤炭行

业的不景气，中煤矿建将调整发展思

路，进一步加大施工结构和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把非煤行业的施工产值提

高到总产值的 50%以上。

赵士兵多次强调，人是企业之魂，

没有人谈升级和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多年来，中煤矿建凝聚了经营管理、专

业技术、党建政工和操作技能四支人

才队伍。

在人才引进上，主动出击。按照德才

兼备、专业对口、公开招聘、改善结构的

原则，通过网上招聘、短期借用、技术合

作、人才租赁等灵活方式，五年来共从社

会和高等院校引进了 5517名人才。
在人才使用上，扬长避短。把人才

放到合适岗位，并提供成长空间，使其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尤其是那些政治

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优

秀年轻人才，让施工一线成为其施展

才智、实现抱负的舞台。

在人才培训上，因才施训。对专业

技术人员，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自主研

发和成果转化能力；对党建政工人员，

重点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开展党建与

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对操作技能人

员，主要提高职业素质和操作水平。

在人才激励上，双管齐下。对表现

突出的人才，不仅授予“技术标兵”、

“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还颁发特殊

津贴，实行重奖。除此之外，加强管理

约束，实行竞争上岗，定期评比考核，

让每位人才都有危机感。

集团购置大型施工装备，提高机

械化水平，千方百计降低员工的劳动

强度。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技术培

训，增强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并在施

工中全程使用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确

保员工安全。

在分配上向一线员工倾斜，向苦、

脏、累、险岗位倾斜，并形成了以经营人

员年薪制、管理人员岗薪制和一线员工

计件效益工资制为主的薪酬体系，使员

工收入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长。据统计，

2012年，中煤矿建的员工人均年收入达
4.7万元，比 2007年增长了 1.2倍。

集团先后投入亿元资金，改造和

维修员工生活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美化、净化、亮化员工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更新文化、体育、娱乐等设施，

提高了员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

按照《“十二五”发展战略

与规划》，中煤矿建将进一步实

施安全发展、集约发展、和谐发

展、持续发展，并加快推进战略

转型，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加快

推进精细管理，加快推进资本

运作，跨上发展新高峰。

对这一规划，赵士兵充满信心。他

说，中煤矿建将凝心聚力，众志成城，

逐步把企业做成行业有更强引领力、

国内有更强影响力、国际有更强竞争

力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打造企业

升经版。

中煤矿建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士兵说，当前困扰企

业发展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资金回笼难。建筑类企业本来就是资金较为密

集的企业，煤矿建设企业尤为如此，加上煤炭建设市场

的低迷，使得流动资金占有份额较大，增加了企业运行

成本，这也是目前建筑企业的通病，但作为正处转型关

键期的中煤矿建来说，倍感压力。

二是转型压力大。企业转型升级并不是说说就能做

到的，特别是产业转型，需要很大的勇气、毅力和才智。

中煤矿建的产业调整，无论是铁路、地铁、桥梁建设，还

是房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建设，虽然都有所涉及，但与那

些做了几十年的专业企业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

此转型的道路充满了挑战。

三是市场环境复杂。这也是大型国有企业深度改革

的一部分。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中煤矿建无论是资质、规

模、技术水平，还是职工队伍、装备力量都位居世界前

列，可就是这样的综合实力，在国内、国外项目的竞争中

并不顺利。在国内的一个地铁项目竞标中，中煤矿建因

为成本因素而退却，在国外的一个煤矿建设项目中，同

样因为成本因素而放弃，为什么中煤矿建不做？因为不

管国内工程，还是国外工程，他们要保证质量，确保职工

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偷工减料的事坚决不干。不过，

现在，中煤矿建也在转变观念，利用灵活的手段化解这

些难题。因为，这是企业转型升级所必须经历的。

队伍建设凝聚企业升级之魂

自身力量确立转型升级基础

调整思路从产业转型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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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承建的顾桥煤矿工程，获鲁班奖

说到创新，施工一线的员工感触更深。在陕西红柳

林煤矿斜井施工中，中煤矿建安全快速通过了矿山建

筑史上从未遇到过的 600多米的风积沙带，不仅攻克
了复杂地质条件下施工的重大难题，也为沙漠地质条

件下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建筑市场，谁掌握了科技进步的主动权，谁将拥

有核心竞争力，并在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中获得更多

的“奶酪”。为此，中煤矿建从长远发展出发，在现有设

备规模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国内外施工机械的发展状况，并结

合施工实际，加大资金投入，购置技术附加值高、性能先进的

施工装备，不断提高中煤矿建的装备实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铸

就了企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通过自主研发，中煤矿建已成功解决了超大超深井筒施

工、千吨以上井架制作吊装、巨厚冲积层深大井筒钻井法凿

井、液氮冻结法原位修复隧道、红黏土掘进高效爆破、复杂地

质条件下大断面、大倾角斜井机械化配套施工、高危矿井安全

施工等长期制约国内外矿山建设的技术难题。

在世界第一冻结深井———山东龙固煤矿副井井筒施工

中，中煤矿建针对地压大、冻涨压力大等困难因素，在全国率

先使用高强度混凝土，并优质、快速施工了内外双层钢筋混凝

土井壁，经专家鉴定，施工技术国际领先。

在山西麻家梁和内蒙古察哈素煤矿，中煤矿建成功设计

并加工安装了双罐笼和双箕斗改绞，填补了我国矿山建设行

业施工工艺的空白。在山西塔山煤矿，中煤矿建还将自己创下

的临时罐笼单日提升纪录由 1050车提高到了 1324车的新高
度……

同时，中煤矿建还加大铁路、隧道、公路、市政、地铁等领

域的施工技术研究和技术储备力度，及时推广技术成果，不断

提升信息化水平，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了管理现代化，为开

拓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目前，中煤矿建的立、斜井及综掘机械化作业线在全国数

量最多、水平最先进，自主研制的 AD130型竖井钻机，钻井直
径、深度和速度均为世界之最。不仅如此，中煤矿建的钻井法

凿井和冻结法施工技术，也均达国内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并

分别占领了全国 80%和 4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煤矿建不仅拥有了全国矿山建设行业首家国家认定的

企业技术中心、煤矿深井建设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还设立了机电安装、地质测量、铁路隧道、公路水

运、建筑材料等专业实验室。

近年来，中煤矿建先后承担了 2个国家级课题、10个省级
重点课题的研发任务。主编了《煤矿电器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与

验收规范》等 5项国家标准，《煤矿井筒装备防腐蚀技术规范》
等 5项行业标准；主持编写了《钻井施工手册》和《冻结法施工
手册》，参与编写了《简明建井工程手册》等。

据统计，中煤矿建已拥有 4项世界施工纪录、110项全国
及省施工纪录；4项“鲁班奖”、4项国优工程奖、100余项省部
级优质工程奖；141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8 项国家级
工法、32项省部级工法；141项实用新型专利、17项发明专利。
创新成果冠绝同行。

杜后强明梅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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