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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国企，树管理新理念

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增大的下行压力，是 2013
年所有煤炭企业不能回避的现实。河南能源鹤煤公司（以

下简称“鹤煤”）更是受到自身高突矿井政策性限产、区域

瓦斯治理投入增多，以及小煤矿兼并重组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生产经营形势异常严峻。

“强健‘筋骨’、练好内功，是应对煤电过剩的制胜法

宝。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视，采取得当的方法，制定有力的

措施，并付诸实际行动。”鹤煤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兰在

2013年初工作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为了确保年初指标的完成不打折扣, 鹤煤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各单位各部门不断更新成本控制观念，精打细

算严控成本，完善全员参与、全面控制的成本管理体系。重

点做到从生产环节上降成本，从设计源头上降成本，从现

场管理中降成本，从修旧利废上降成本，从资金管理上降

成本，从管理创新上降成本 ,从非生产性支出上降成本，确
保企业正常运转，工资正常发放。

内部市场化在降本增效中的作用不得不提。鹤煤各单

位在内部市场化工资核算中严格执行可控成本项目的节

超兑现，增强员工节约意识；在物资市场中加大对大型材

料和废旧物资的修旧利废和回收复用力度，通过下达回收

计划、明确回收率并进行考核、制定低于原价格的物资复

用结算价格等手段，调动区队回收和使用废旧物资的积极

性。内部市场化，真正把内部市场和工资分配结合起来，激

发了广大干部员工在降本增效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鹤煤，各矿的总工程师不但要懂“设计”，还要做“会

计”。他们不仅肩负着一个矿的矿井的供电、运输、通风、给

排水等主要生产系统的科学调整和优化，还必须做到最大

限度地简化生产环节，降低生产成本。

“从眼前看，我们坚持苦练内功、深挖内

潜，可以确保企业承受当前市场带来的冲

击。但从长远看，必须解放思想，加快转型调

整，才能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马正兰在最

近一次的鹤煤月度经济分析会上说。

2013 年，鹤煤坚持控总量、保重
点，集中资金和力量加快煤炭项目

建设 , 全力推进了陕西党家河煤矿、
内蒙古海华露天转井工技改、十

一矿项目施工；着力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打造煤化工项目增长

极。2013 年 9 月 29 日，鹤煤精细
化工公司丁二醇项目二期

提前一个月竣工投料试运

行，和一期项目胜利“会

师”。去年 1—11 月份，丁二
醇项目一、二期产值

58883.13 万元，利润
5022.47 万元 , 给经济
寒 冬 中 的 鹤 煤

增 添 了 一 抹 亮

丽 的 春

色。

严控成本，应对煤电过剩

永煤公司永城本部现代化选煤厂

拉长产业链，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宋立新

河南能源
跻身煤炭产量“亿吨俱乐部”

截至 2013年 12月底，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煤炭
产量累计达 10626.9万吨，煤炭产量突破 1亿吨目
标，创河南煤炭工业企业新纪录，成为河南省首家也

是唯一一家煤炭产量突破 1亿吨的大型煤炭企业；
同时，该集团全年实现安全生产零死亡，其中，永煤

公司连续 10年安全生产零死亡，鹤煤公司连续 5年
安全生产零死亡，创造最好历史记录。

去年 9月 12日，为巩固和提高河南在国家能源
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河南省煤炭、化工产业优

势，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原河南煤化集团

与义煤集团战略重组成立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为了实现“1+1>2”的融合倍增效应，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早在重组成立之初就确定了 2013年煤炭产
量突破 1亿吨、营业收入突破 2200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 20亿元的工作目标。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及时启动了稳增长、调结构百日

攻坚行动。在煤炭生产方面，集团公司瞄准行业高端

水平，对各生产矿井的生产布局、工艺选择、装备配

置、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及组织管理方式等实行全方

位对标，制定赶超行动计划，并明确责任，明确目标，

明确措施，以实现盘存量、扩规模、提效益。

在具体工作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条件下，坚持以效益为核心，科学合理组

织生产，优化生产布局，按照“多上设备少上人”、

“减人提效”等工作思路，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大

力实施采掘机械化，持续推动标杆队建设，实现了

扩能增产。同时，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还坚持“宜综

则综、宜炮则炮、宜悬则悬”的思路，加快百万吨以

下矿井一矿一面推进力度，并以老矿挖潜为目标，

推进矿井技术改造和装备升级，促进了矿井的高

产稳产高效。

据全国煤炭行业统计数据显示，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此次煤炭年产量突破 1亿吨，也是继神华集团、
中煤集团、陕西煤化、山西焦煤、同煤集团、冀中能

源、山东能源之后全国第 8家跻身全年煤炭产量“亿
吨俱乐部”的企业。有专家分析，在“亿吨俱乐部”中

保持现有位次或实现晋位升级，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具有较强的实力。该公司目前已拥有煤炭资源储量

560多亿吨，将加快河南、贵州、新疆、青海、内蒙古
五大基地建设，并推进在境外建立煤炭生产和贸易

基地，这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的后续发展积累了充

足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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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煤速度：2013年前 11个月，煤炭产量同比增加 420
万吨；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49亿元；利润总额继续领跑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各成员企业。永煤质量：2013年前 11个月，
吨煤制造成本同比降低 29.14元；末精煤产率 46.3%；实现
安全生产零死亡。永煤后劲：2013年 31个基建项目计划投
资 30亿元，全年预计完成 31亿元；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5325项。

在严峻经济形势下，河南能源永煤公司（以下简称“永

煤”）何以发展得既好又快？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曹志安

一语中的：“关键是我们扭住了科学发展这个牛鼻子，坚持

转方式、调结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

发展的辩证关系。”

严冬时节，寒气袭人，但在河南能源永煤公司龙宇煤化

工二期醋酸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加速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河南能源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 40多亿元，年产醋酸 40万吨。项目的成功上马，
对于企业延长煤炭产业链条、打造优势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煤炭板块是永煤第一利润源。2013年，该公司紧紧围
绕“适度相关多元，拉长产业链条”的产业发展战略，立足发

展与煤炭关联性强的下游产业，集中构建“煤—煤化工”、

“煤—电”、“原煤—高端商品煤”等多个产业链，让煤炭资源

价值得到最大升值。

该公司坚持“以煤为基础、以高端煤化工为方向”的发

展战略，化工板块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延伸，高端煤化工投

资占全部投资额的 60%以上，聚甲醛一期 4万吨顺利投产，
二期 6万吨正加紧建设。年产 20万吨的乙二醇项目严格按
计划稳步推进。依托现有电厂，把煤矸石、煤泥和劣质煤作

为低热值燃料，切实做到各类资源的“吃干榨净”，提高经济

效益。去年前 11个月，热电厂积极利用煤价下滑的机遇，累
计发电 5.72亿度 ，完成利润 1198万元，同比增盈 3023万
元。

在优化煤炭产品结构上，该公司一方面加快煤

炭洗选项目建设，实现原煤就地转化为高端商品煤。

目前，顺和、五凤、永锦等选煤厂正在加紧推进。另一

方面，及时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协调粒煤、末精

煤、末原煤生产比例，尽可能多生产高附加值

产品，以分担市场风险。2013年全年，预
计生产高价末煤 56万吨，相比生产末精

煤增效约 2000万元。
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5325项；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源 项、
地 厅级 科 技

进步奖 27 项；申
请专利 130项，授
权 175项。

2013 年 以

来，永煤围绕“两

创新、两带动”的

战略部署，把目光

瞄准行业、产业、

市场、发展的最前

沿，在突破战略

性、关键性、前沿

性的核心技术上

下功夫，持续强化

科技创新驱动力

和贡献率，用创新

降本增效，提高核

心竞争力。

得益于科技

创新的驱动，永煤在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城郊煤

矿创新实施了河南省首个对拉回采工作面，综合增效 2400
余万元；龙宇煤化工壳牌甲醇装置连续满负荷运行 322天
创世界纪录，2013年前 11个月累计同比增效 4075万元；
开封龙化依靠技术突破，聚甲醛每吨生产成本从 1.6万元
降至 1万元。

《鹤煤大厦》 鹤煤十矿张成喜 /摄

焦煤赵固二矿大采高工作面一角

2013
年，面对战

略重组、深度融合

的新形势，河南能

源义煤公司（以下

简称“义煤”）着眼于抓安

全，促销售拓市场，打赢

了一场在市场疲软下的安全生

产保卫战，取得了安全生产经

营的双丰收，为河南能源顺利

实现煤炭产量超亿吨贡献了力量。

安全是生产的前提。义煤始终

树立抓安全就是抓发展的观念，把

安全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

一切”的位置来抓，明确提出“零”事

故、“瓦斯超限就是事故”和“一切事故可

防、可控”等一系列的安全管理理念，针对

水、火、瓦斯、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工作着

力开展技术攻关，全年保持了安全生产的

稳定态势。在水害防治上，坚持“预测预报、

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从

源头上查找和消除水害隐患；成立了专门的地测防治

水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和施工队伍，构成了管理、科

研、施工三位一体的地测防治水保障体系；与大专院

校联合开展了“新安煤田二 1煤底板超高承压含水层
上开采防治水综合研究”等课题研究，自行研制成功

的“ESW”控水墙快速施工系统获得国家专利。在冲击
地压防治上，加强科研攻关，依靠科技进步，把冲击地

压“不发生、少发生、诱导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伤人”作

为防治目标，实现了冲击地压治理有依有据、稳步发

展的局面。在瓦斯超限治理上，国家将瓦斯超限浓度

规定为 1%，而义煤将瓦斯超限浓度标准提至 0.8%，并
提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必须按事故责任进行处理。

实行上述措施后，义煤矿井实现了瓦斯零超限。

作为一家煤炭企业，义煤不仅仅追求产量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销售工作是煤炭

企业生产经营的“龙头”，只有把煤炭卖出去才能产生

效益。义煤把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稳生产、提效益的

重要渠道，坚持“用户至上”的销售理念，加强市场研

判，适时调整销售方针，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了

“从过去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在客户需求什么就生产、

销售什么”的转变。加强与河南能源销售总公司的沟通

联系，挖掘内部合作潜力，拓宽煤炭销售渠道，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加大省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扩销增

量。2013年 9月份以来，仅湖北襄樊一用户就签约订货
长焰煤 5万吨。开展全员销售，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
切渠道扩大煤炭销售市场。千秋矿组成促销队伍，先后

10 多次深入洛阳、三门峡等地区的电力企业，主动与
用户沟通交流，及时了解电力企业的发展需求，现已与

多家电厂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市场不畅的情况

下，实现了煤炭的产销两旺。自“百日攻坚”活动开展以

来至 2013年 12月 22日，义煤已销售煤炭 512.77 万
吨，提前完成“百日攻坚”煤炭销售任务。

安全零事故，促利益最大化

作为具有 115年开采历史的老煤矿，河南能源焦煤公
司（以下简称“焦煤”）为国家累计生产优质煤炭近 3亿吨。

融入河南能源后，焦煤把打造新型现代化矿井作为发

展的突破口，迅速突破产能瓶颈，原煤产量由原来的 700万

吨提高至 1900万吨，成为焦作
地区首家产值超百亿的工业企

业。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为实现高

产高效的目标，焦煤建立了从公司到矿

（厂）由一把手牵头、分管领导直接抓的

科技创新领导体系，成立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

技术管理体系，健全了技术人员绩效考核机制

和科技创新管理机构，充实了专职管理人员，并加大了科

技投入，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同时，紧

密围绕安全生产、高产高效、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等工作，

按照“立足实用实效、坚持攻关与推先并重”要求，以推广

先进成熟技术为主，加强引进消化吸收，注重产学研有机

结合，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支撑保障作用，有力推动了企

业的安全高效发展。

融入河南能源后，焦煤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三

化”管理为主线，建立了科学完善的生产经营目标责任考

核体系和成本管理考核体系。他们按照区域瓦斯治理和产

量效益并重的考核导向，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月度考核结

果与单位工资挂钩，年度考核结果与班子年薪挂钩，确保

考核导向明确，激励与约束效果明显，促进年度生产经营

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建立起

公司、矿厂、区队、班组、个人五级成本管控体系，夯实成本

管理内涵，拓展成本节约的空间，确保了经济效益不断得

到提升。

在修旧利废方面，焦煤积极加强矿井物资回收复用工

作，建立有偿收购机制，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基层单位、员工

树立“省下的就是赚来的、浪费的就是自己的工资”理念，提

高了他们节支降耗的积极性、主动性。该机制运行后，焦煤仅

2013年三季度回收复用、修旧利废价值就达 2294.24万元。
在提质增效、节支降耗方面，焦煤梳理完善了重点工

作项目 1600余项，制定了项目的预期目标、完成时间节点
和责任人，使提质增效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提升煤炭产品质量方面，焦煤积极强化现场监管，

组织相关管理部门组成检查组，现场检查煤质管理技术措

施的落实、块煤防破碎设施、煤矸分采分运、工作面顶底板

及现场管理情况。同时，对煤质保障设施实行挂牌管理，落

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原煤质量异常矿井，增加监督检

查频次，协调、督促提高原煤质量。煤质检查组还不断优化

工作方法，对生产加工单位商品煤质量实行分片责任承

包，提高煤质抽查的针对性、有效性，发现质量异常情况重

点跟踪检查，保证了商品煤质量的整体稳定，进一步提升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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