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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 1878 年的开滦集团至
今已经走过 130余年的历史，在长时
间的发展过程中，开滦集团创造了

无数的辉煌，被誉为“中国煤炭工业

源头”和“中国北方民族工业摇篮”。

在这些成绩背后，开滦员工和管理

层深刻体会到，企业战略的制定与

实施，一刻都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支

撑和引领。同时在践行中国梦过程

中，开滦集团在企业文化方面构建

了一整套与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发

展战略、市场经济形势相适应的现

代、开放、包融、创新的文化体系，取

得了值得广大企业借鉴的成就。

开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

学日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一刻都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支撑和引

领。百年开滦走到今天，在由内向外、

由封闭到开放、由熟悉到陌生、由低

风险到高风险的变革中，文化的碰撞

和价值理念的冲突在所难免。如何处

理好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企

业扩张中的文化融合问题、市场巨变

中的文化重塑问题、战略实施中的文

化支持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转型的

成败。因此，凝聚企业文化的正能量，

提供战略转型的硬支撑，成为我们面

临的重大课题。”

将企业文化
具化到变革全程

未来的企业，是渴望变革的企

业。只有勇于变革，才能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的潮流。秉承开滦人敢开先

河的勇气，把握经济发展的时代脉

搏，开滦集团果断提出了“开放融

入、调整转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

的方针，全力扭转“一煤独大”、产业

结构单一的被动局面，主导产业从

单纯的挖煤、选煤，延伸到煤化工、

现代物流、装备制造、文化旅游、新

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经过不断摸索，

形成了体现开滦特色的六大转型模

式，并向着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两主一新”

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推进。

经验表明，任何变革都不可能

一蹴而就。企业战略的重大变革，必

然经受各种质疑和阻力。只有在企

业内部营造浓厚的变革文化，才能

为战略的实施营造氛围、提供动力。

为此，开滦集团深入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举办各种层次的培训班，走

出去、请进来，对标先进，比学赶超，

凝聚了全体员工的思想意志，增强

了转型发展的紧迫感，形成了强大

的文化认同，为推动战略落实奠定

了坚实基础。

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十

八大的部署，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成为全体开滦人面临的

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开滦集团认为，

作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百年企

业，展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

传承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财富，是他

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近年来，开滦集团在企业文化

方面取得了众多实质性成果。

张文学向记者表示：“我们充分

挖掘和利用宝贵的文化遗产，把发展

文化产业作为企业转型的新亮点和

企业文化建设的新领域，全力打造以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为核心，以中国北

方近代工业博览园、老唐山风情小

镇、现代矿山工业示范园为布局的世

界一流矿业文化园区，一方面成为全

体员工爱企爱岗的教育基地，另一方

面成为向社会传递开滦企业文化正

能量、扩大开滦社会影响力的绝佳平

台。自 2008年开放以来，开滦国家矿
山公园已累计接待中外游客 20多万
人，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 12位，省部
级领导 500多位，先后荣获‘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全国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等称号。开滦的文化产业发展与企业

文化建设正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提

高的良好局面。”

把企业文化
细化到管理中去

说到企业文化，很多企业在

实践过程中总是觉得有些虚无缥

缈，甚至是说得出，抓不到。但开

滦集团在企业文化方面的做法，

使得文化落到了企业运营和发展

的实处。

开滦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志

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开滦集

团对企业文化的定位是企业文化就

是管理文化，我们把企业文化的目

标定位在实践中，开滦集团的企业

文化要做到‘筑魂、立道、固本、塑

形、聚力’。这十个字当中，‘铸魂’是

铸企业之魂，企业精神、企业理念、

管理精神；‘立道’是立企业经营管

理之道；‘固本’，是强基固本；‘塑

形’是塑造企业形象；‘聚力’是人心

的凝聚力。”

具体可行的做法催生了实实在

在的成果———2009年，开滦集团被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认定为“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

创造了河北省的第一；2010 年，开
滦集团“特别能战斗”精神获称“新

中国 60 年最具影响力十大企业精
神”之一，1925 年，毛泽东主席曾赞
扬开滦矿工“特别能战斗”，这是开

滦集团的企业精神，现在已经延伸

成行业精神了；同时，开滦集团还被

认定为“新中国 60年全国企业精神
培育十大摇篮组织”，董事长张文学

还获得了“十大杰出人物”称号，中

国企业文化研究会面向全国设立这

些奖项，唯有开滦集团囊获全部奖

项。

张志富表示：“开滦集团‘特别

能战斗’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是

有延续和传承的，一些单位有历史

沿革和企业变迁等问题，而开滦集

团是独立并一直是延续着的。”

自 2008年以来，开滦集团两次
修订了《企业文化手册》，现在使用

的已经是第三版了。开滦集团认为，

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管理当中、长期

的生产经营实践当中形成的职工认

同的理念、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它体

现在企业理念层、制作层、形象层。

企业文化不能一成不变，要随着时

间发展，稳定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因

为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把零散变

系统、病态变健康、落后变先进、先

进变卓越的过程。

将企业文化
内化到员工心中

在开滦集团的采访过程中，记

者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

企业文化从挂在墙上的标语和口

号，内化到每个职工的内心？

对此，张志富这样表示：“以开

滦集团企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安全

文化为例，我们除了强调安全理念

以外，还有几个重要方面的改变。我

们明确，安全第一、生产第二，不安

全的情况下不能生产，这就改变了

我们的安全管理模式。本质性的安

全，首先要塑造领导，没有安全的领

导，就没有安全的员工。这个理念要

从领导身上去找，要从决策层的身

上去找。”

张志富说，安全要从领导塑

造，这是决策层包括总经理和党委

书记、董事长的一直追求。安全文

化是企业文化一个重要的部分，如

今，不仅在煤炭行业上，连建筑业

和机械制造业也都运用了开滦“本

质型安全人”的说法，有很多企业

把开滦集团的工作程序引用过去，

对改变企业的状况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海外资产规模3.8万亿，海外收入4万亿，部分企业海外收

入占总收入过半……自2008年经济危机央企纷纷海外抄底开

始，47家海外资产最大的央企以占到全国最大的100家跨国公

司海外总资产的85%的成绩，昭示着央企在海外并购第一季已

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伴随着央企出海之势迅猛发展，不断有所斩获的同时，其

海外并购的第二季也已开始。正如欧美剧的第二季往往代表

整个剧集最成熟、最耀眼的部分一样，央企海外并购的第二季

也正在取得开创性的突破。

在第一季的海外并购中，价格高、收益差、风险大成为

了普遍问题。“中国溢价”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热词。据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2012年的研究报告，2008年“中国溢价”的

平均值为10%，到2011年，升至近50%，远高于一般收购的

正常水平。

多交了学费的央企也积累了经验。同时作为国际市场上

后起之秀，“前辈”跨国公司的成功方法，也成了央企在海外并

购中快速成熟的教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自身国际化的

路径。

第一，海外并购系统化考量能力的提升。企业并购过程中

最复杂的环节就是估值与定价，例如，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

和美国化学银行合并时曾采用过的MOM模型（并购总模型），

包括了56项整合计划、3308个重要事件、13000项任务和3820

个互相关联的因素的考察。与之相比，像冶兰伯特角铁矿项

目这样收购完成即“撂荒”的原因便是对配套环境的估计不

足。

（下转G02版）

观察

央企海外并购
进入“第二季”
张本 丁是钉

本报记者 郝帅

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支撑片刻不离
【践行中国梦之开滦样本·文化篇】

开滦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三

点。

一是在“五统一”的基础上发

展企业文化，所谓的“五统一”就是

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核心价

值观、企业目标愿景和企业 VI的

统一。

二是要突出重点，其中有两

点，首先是每年的企业文化建设要

有重点，其次是推行要有重点，在

其中开滦集团重点推崇“3＋1”，

现场管理，精细管理，安全管理要

推崇，特色管理再延伸。

三是开滦集团在企业文化建

设上注重实战，管理文化必须做到

管理当中去，当口号喊没有用，管

理模式没有实质性改变就不叫企

业文化。

长年且卓有实效的企业文化

建设，使得开滦集团尝到了实实在

在的甜头，也解决了很多实质性问

题。在 2000年左右，开滦集团曾经

遇到过发展瓶颈。随着矿产资源的

日益匮乏、主力矿井的不断衰老以

及企业办社会等包袱的沉重压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开滦的发展步伐

明显放缓，在全国企业 500强的排

名不断下滑。

2008 年以来，开滦抢抓历史

机遇，主动谋求转型，以产业结

构调整为核心，全力打造“两主

一新”发展新格局。经过 5 年多

的努力，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2012 年与 2007 年相比，营业收

入增长了 10.2倍，利润总额增长

了 3.85倍，非煤产业收入占集团

总收入比重达到 80%以上。短短 5

年时间，开滦在中国 500 强排名

前移了 216 位，并于 2012 年成

功跻身世界 500 强行列，今年列

第 415 位，比上一年提升了 75

位，百年开滦焕发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

“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共同面

临的全球性问题，全球企业有责任

和义务携手应对气候变化。”9月
19—20日，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理
事会理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下简称中国石化) 董事长傅成玉在
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

峰会上提出以上倡议。

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每

三年召开一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级别最高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盛会，本

届主题为“企业是美好世界的建筑

师”。来自全球企业、政府、民间团体

和劳工组织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了
峰会，围绕商业界在2015年后发展议
程的责任和作用进行探讨。

在本次峰会上，傅成玉的提议

显得更加务实和必要。他不仅建议

要加强国际间碳交流合作，还强调

国际化大公司要率先践行低碳发

展，同时发达国家也要分享应对气

候变化的创新成果。

自2004年11月正式加入联合国
全球契约以来，作为领跑者和该组

织中国网络的首届主席单位，中国

石化一直致力于连同其他成员单位

在中国普及全球契约有关知识，提

高在华企业对全球契约的认识，同

时致力于自身在发展和环境保护之

间谋求平衡，努力做绿色低碳的引

领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和美丽中

国的建设者。

秉承“1+3”，即一家公司至少带
动三家合作伙伴的原则，中国石化

努力推动与自身业务联系密切的上

下游合作企业加入全球契约，通过

自身的切实行动，带动更多的企业，

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共同推动社会

关注气候、改善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有越来越多的

发展中国家企业积极响应并加入该

组织。对于中国来说，二十几年前还

在努力跟上世界经济的步伐，如今

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关注气候变化

方面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据资料显

示，自2011年11月重新设立以来，已
经有三百多家企业加入了全国契约

中国网络。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大企

业，首先进行了积极响应并且正在

发挥引领作用。 （下转G02版）

傅成玉在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倡议:

全球企业应携手践行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任腾飞

【链接】

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上呼吁推进可持续发展。

开滦集团企业文化建设
取得的实际效果

企业该如何将社会责

任和可持续发展措施融入

业务运营中，这是全球企业

都面临的问题。傅成玉认

为，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是企业存在的立足

之本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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