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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泼李晓辉董泽民

开滦 2013：危机中寻找发展契机

2013年 11月 19日，开滦集团与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签订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协议书。今后，开滦集团与

唐山海港开发区将紧密围绕延伸煤

化工产业链条，促进煤化工循环产业

园区壮大规模、提升档次加强合作；

在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及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上开辟新

的合作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实现互

惠共赢。

这是开滦集团加快构建“两主一

新”产业格局，推进转型发展的又一

举措。

2013年，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
响，钢铁、焦化、建材等高耗能产业煤

炭需求量减少；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在

短期内集中释放，导致供过于求；进

口煤炭量增加，煤炭龙头企业低价销

售、以量补价，使煤炭市场竞争进一

步加剧。

为应对严峻形势，开滦集团牢牢

把握提质量、降成本、强管理、抓创

新、增效益等五个着力点，加快产业

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改革

开放、重点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和管

理创新，确保转型发展稳步推进。

谋划思路
困境中深化改革

2013年，开滦集团原煤产量完
成 9300万吨，同比增长 11.32%；精
煤产量完成 2091 万吨，同比增长
4.2%；营业收入完成 1908 亿元，同
比增长 8.64%；2013 年在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 415位，比 2012年前
移 75位……

2013年初，面对严峻形势，开滦
集团提出，继续深化产业和产品结构

调整，加大内部挖潜和扭亏增盈工作

力度，加快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加快

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挖掘发展

潜力，增强发展活力，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力。

2013年伊始，开滦集团董事长
张文学、总经理裴华等领导就开始深

入基层结合全年工作部署进行调研。

之后，围绕新形势下如何进行产业产

品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对各二级公司、三级单位提出更为具

体的思路和要求。

行动与思路同步，才能跟上调整

的步伐。面对市场变局，在抓好生产

经营工作的同时，开滦集团对外扩大

开放，对内力推改革。

2013年 3月 28日，开滦集团与
协鑫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两家企业将

共同开发建设 2伊300MW发电项目。
3个多月后，开滦集团副总经理

吴爱民带队赴江苏省太仓市，与协鑫

集团负责人商谈太仓港煤炭码头项

目合作事宜。该项目对开滦集团构建

煤炭大物流体系，辐射华东市场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这一年开滦集团还组建了以新

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中滦科技

有限公司，通过整合重组成立了河北

滦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改革是促进企业发展的最根本

动力。2013年，开滦集团不断加大改
革创新工作力度，深化重点专业领域

的体制机制改革，为结构调整和经济

转型提供保证。

2013年开滦集团后勤系统改革
不断深化。社区服务中心由 8个减少
到 4个，精简管理岗位人员 111人。
这是生活后勤系统自 2008年直管社
区整合重组后的又一次管理体制的

重大变革。

在迈开后勤系统改革步伐的同

时，开滦集团继续推进物资供应、销

售、设备管理领域改革。上半年，取消

了各矿物管科和基层区科小库，完成

唐山区域 5个生产矿井相关厂点和

蔚州区域物资管理划转工作。

在销售领域，唐山区域煤炭主产

品实现统一销售，蔚州区域煤炭销售

“五统一”进入实质性运转。设备集中

统一管理施行后，2013年设备使用
率达到 93.72%，同比提高 1.84个百
分点，减少新购设备支出 4300万元。

煤炭产业：应对市场变化
筑牢转型基础

煤炭产业是开滦集团转型发展

的基础。面对严峻的煤炭市场形势，

开滦集团对内通过技术创新挖掘潜

力，保持唐山老区产能稳定，对外加

快扩张步伐，实现稳产增量。

2013年 7月，开滦集团首个充
填开采工作面———唐山矿 T3281N
工作面回采结束。林西矿、赵各庄矿、

钱家营矿充填开采项目的可行性论

证和方案制定工作已经启动。

2012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开
滦集团唐山区域“三下”压煤可采储

量占全矿区可采储量的 80.6%。因此，
实施充填开采对缓解资源紧张、稳定

矿井产能具有重要意义。“三下”开采

被列为该集团“煤矿绿色开采技术”

研发团队的研究课题。

2013年下半年，范各庄矿较薄
煤层储量挖潜工程开始掘进施工；东

欢坨矿首个薄煤层安全高产高效工

作面月产最高达到 10.89万吨。全集
团当年挖潜煤量达到 475万吨，同比

提高 37万吨。
针对开采条件日益复杂，生产成

本逐年增加，安全生产压力增大的实

际，开滦集团把推进“两化”融合，作

为破解煤炭产业发展难题的重要手

段。目前，开滦集团超过一半的主力

矿井已经完成综合自动化系统建设。

2013年，林南仓矿、荆各庄矿的压风
系统，吕家坨矿的排水系统，钱家营

矿的皮带运输系统等部位实现无人

值守、减员 409人。开滦集团获得“首
批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称

号。

在内挖潜力的同时，煤炭产业不

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与 20家地
方煤矿签订重组合作协议，技改后增

加产能 480万吨，蔚州公司北阳庄
矿、内蒙古红树梁矿、河北大城煤田、

唐山区域宋家营矿等建设步伐进一

步加快。加拿大盖森煤炭资源开发项

目也在稳妥有序推进。

面对煤炭市场的供过于求态势，

开滦集团加快资源开发的同时，结合

大精煤战略，积极推进煤炭产品结构

调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逐矿点细

化产品结构调整方案和质量标准，生

产适销对路产品。林西矿、钱家营矿、

东欢坨矿等矿井新开发的精煤产品，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仅东欢坨矿就实

现增效 3987万元。通过改进生产工
艺等措施，2013年开滦集团洗选效
率和精煤回收率同比分别提高 1个
百分点和 1.7个百分点，增产增收 1.5

亿元，增加精煤产量 175万吨，增收
15.5亿元。

非煤产业：优化升级
提升产业素质

与煤炭产业相比，煤化工产业虽

然发展历程较短，但已经成为转型发

展的重要支撑。

2013年 6月下旬，由河北省委
宣传部组织的开滦煤化工产业创新

团队先进经验报告会先后在唐山、秦

皇岛、沧州举行，相关国企和政府机

构人员聆听了报告。

2009年以来，开滦煤化工产业
创新团队申报专利 44项，其中发明
专利 32项；取得 11项省级鉴定科技
成果；制定了 3项河北省地方标准；
自主研发的 M15甲醇汽油技术已用
于示范项目建设。2012年，该团队被
命名为河北省首批“巨人计划”创新

创业团队，2013年又顺利通过省委组
织部年度阶段考核，并获得 50万元
扶持资金。

开滦煤化工产业从零开始，短短

几年间不仅形成了可生产几十种产

品的产业链，而且产品范围已开始向

新材料和精细化工领域延伸。

目前，开滦集团已建成 3个煤化
工园区，形成年产焦炭 720万吨、焦
油加工 30万吨、甲醇 20万吨、粗苯
加氢精制 20万吨的生产规模，在河
北省内产业综合规模最大、产业链最

长，工艺水平国内领先。

2013年，开滦煤化工产业发挥
产业链优势，调整优化焦炭和化工产

品结构，通过工艺创新，降低生产成

本，实现了全面盈利。10万吨M15甲
醇汽油、4万吨聚甲醛和 15万吨己二
酸项目达到试车条件。

即将投运的开滦中浩新材料基

地，将向碳纤维方向继续延伸产业

链、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2013年

7月 21日，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到中浩
调研时指出：“中浩新材料项目大有

希望，希望开滦把它建设成为河北省

的示范工程。”

曹妃甸国家级动力煤储配基地

项目与坐落在京唐港区的唐山湾炼

焦煤储配基地项目，并称为“两港”项

目，是开滦集团煤炭专业物流的核心

组成部分。目前，两个项目的工程建

设都在稳步推进。

大海潮涌，蓝色的思维冲刷走封

闭与保守。向海而行，天地宽阔，思路

也豁然开朗。

1953年，开滦海运中断运营。60
年后的 2013年，开滦集团组建上海
开滦海运公司，重新进军海运业。

2013年，开滦物流产业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开发非煤业务，发展实

体物流，有效提高了发展质量和经济

规模。全年物流产业收入完成 1321
亿元，同比提高 16.27%。实体物流规
模同比提高 23.32%，非煤物流收入
同比提高 47.3%。

这一年，开滦的金融产业、文化

旅游产业等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金

融产业积极拓展业务领域，收入和利

润同比分别提高 59.11%和 61.12%，
并于年底成功组建了融资担保公司。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中国音乐城

部分场馆投入运营，蒸汽机车博览园

项目完成规划设计，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被列为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重点

旅游区”。

2013年 3月 30日，中共河北省
委书记周本顺到开滦集团调研时，充

分肯定开滦集团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工作成效，希望开滦集团再接再

厉，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取得新

的突破。

2014年，形势或许更加严峻，但
它阻挡不了开滦集团推进转型发展

决心，开滦集团迈向来年的步伐将

更加沉稳而坚定。

开滦集团牢牢把握提质量、降成本、强管理、

抓创新、增效益等五个着力点，加快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改革开放、重点项

目建设、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确保转型发展稳

步推进。

1月 23日，茂名石化油品质
量升级改造工程的配套项目 20
万标立 /小时煤制氢成功生产出
合格氢气，标志着这套目前国内

单产能力最大的煤制氢装置一次

投产成功。至此，茂名石化油品质

量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建成投用。

该装置投用后，既可满足茂名石

化汽柴油质量从国 4升级至国 5
的用氢需求，又可缓解炼油扩能

后氢气资源不足的压力，对于茂

名石化优化资源、调整结构、绿色

生产、节能降耗具有重要意义。

这套煤制氢装置是茂名石化

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的重要

配套项目，是中国石化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水煤浆气化

装置、合成气净化装置以及配套

设施。以煤、炼厂副产的高硫石

油焦和纯氧为主要原料，每小时

可生产出 20 万标立方米、纯度
为 97.5%以上、4.8兆帕的工业氢
气。

这套装置广泛使用新技术、

新设备、新材料、新工法。水煤浆

气化单元采用美国 GE 公司水煤
浆气化技术，合成气净化单元耐

硫变换及甲烷化采用中国石化自

主技术，酸性气体脱除采用德国

Lurgi 低温甲醇洗技术等先进的
工艺技术。装置设备材料国产化

率 99%，高 98米的吸收塔是目前
全国同类装置最大的设备，低温

甲醇洗吸收塔塔体材料首次实现

了国产化。此套装置总投资 30亿
元，占地面积相当于 22 个足球
场，于 2011年 9月动工建设。

国内单产能力最大的煤制氢装置在茂名投用
本报记者 黄春兰

通讯员龙泰良吴超 周祥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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