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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总体方案》·煤炭

我省亮出化解过剩产能“路线图”
煤炭、钢铁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产业。然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市场需求

变化，煤炭、钢铁需求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对此，中央明确提出，要加

快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

近日，我省为化解过剩产能已正式出台“2+4”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方案》，这好比打出了化解

过剩产能的“组合拳”，也提供了我省化解过剩产能的“路线图”。

煤炭：化解任务超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记者 栾姗

多年的困境和巨大沉重的经营包袱，煤炭
行业不堪重负。我省挥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
产能的第一剑，正落在了煤炭行业上，分流、关
矿、转型、重组……断臂求生，已成为煤企乃至
政府共同的决心。

据了解，河南煤炭行业所确定的化解任务，
占全省煤炭产能的27.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体现了我省自我加压、主动运用国家政策、推动
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我省缘何自我加压化解过剩产能？从实际
情况看，河南虽然是产煤大省，但相当一部分企
业和产品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人均产煤量大
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国内煤炭行业人
均劳动生产率在 700 吨/年左右，而我省只有
400吨/年左右。从目前行业情况看，产能的严
重过剩，不仅抑制了产业自身的发展升级，还占
用了大量资源，导致新兴产业和新的供给的增
长受到严重制约。只有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
能，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关闭退出、技术改造

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改善供给质量，增强有效供
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整合，节约成本及资
源，使更多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投入
到优势产业和企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总体方案》要求，落实省政府与国家签订的
目标责任书，2016年～2018年我省计划关闭退
出产能 6254万吨，涉及矿井 256对，资产总额
342 亿元，负债总额 305 亿元，金融机构借款
144亿元，需要安置职工13.63万人。其中2016
年退出矿井89对，产能合计2215万吨，涉及人
员6.22万人。通过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和结构调
整，到2018年，全省煤炭产能压减到1.6亿吨/年
以内，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产业结
构得到优化，脱困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项工作由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
来推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
发改委，负责统筹组织、协调、推进我省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清产核资、重整
重组、分离社会办职能、富余人员安置、债务化
解、矛盾调处6个工作组和4个改革指导组，在
担负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职责的同时，承担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相应工作。其中，改革指
导组具体负责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郑煤集团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同时负责推动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协
调联动机制，加强对煤矿关闭、职工安
置等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企业做好风
险防控工作，确保职工思想稳
定。⑦8

制图/刘竞

钢铁：两家企业产能将永久退出
□本报记者 栾姗

客观地说，河南钢铁业在全国钢铁产业中
处于落后位次。数据为证：我省年钢铁需求
量在 5000万至 6000万吨，可是河南省的钢材
生产能力仅为 4000 万吨。按 GDP 耗钢量来
看，河南一年应生产粗钢达 8000 万吨，2015
年河南全省粗钢产能仅为 2400 万吨，缺口之
大让人惊讶。

事实是，河南的钢铁市场正被来自河北、
山东与江苏的钢铁产品所填充。为什么我们
还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整体看，河南钢铁
公司生产的产品集中在线材、长材领域，建筑
用钢占比达 60%以上。在优特钢领域，有着
自己的优势，但并不明显，产品多集中在优特
钢的低端市场，市场竞争力不足。在全国同
行业竞争中，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鼎鑫钢铁有限公司已经举步维艰。

《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总体方案》要求，根据省政府与国家有关
部门签订的《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
困发展目标责任书》和省政府“两年任务一年
完成”的要求，2016 年压减生铁产能 100 万
吨、粗钢产能 240 万吨，全面完成国家确定的
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任务。严格控制新增产
能，力争 2020 年前再退出一批达不到国家和
省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要求的
钢铁产能，“僵尸企业”应退尽退。经过努力，
到 2020年，我省钢铁行业产品结构明显优化，
优特钢产品比重超过 60%，产品省内市场占
有率达到 80%以上，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有的产能退出。按照“永久停产且不可
逆，人员安置到位”的产能淘汰退出要求，加
快退出驻马店南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和南阳
市鼎鑫钢铁有限公司全部粗钢产能。其中，
南方钢铁拆除 2座 420立方米高炉、2座 45吨

转炉以及相关辅助设施，退出生铁产能 100万
吨、粗钢产能 160 万吨；鼎鑫钢铁拆除 2座 40
吨电炉变压器及操控系统等，停止供水供电，
对其他设备进行封存，退出粗钢产能 80万吨。

有的转型发展。推动安阳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转型升级，加快冷轧薄板等转型升级项
目建设，发展家电板、汽车用钢等高端产品，
促进人员由钢铁产业向非钢产业有序转移，

提升劳动生产率，力争 2018 年钢铁主业劳动
生产率达到 750 吨/人；推动其他骨干企业产
品升级，支持骨干钢铁企业与装备制造、汽
车、家电等下游用户战略合作，加快开发市场
潜力大和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品，提高市
场占有率和产能利用率；推动行业重组整合，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
有制的兼并重组。⑦8

钱从哪里来？政府有奖励
□本报记者 栾姗

化解过剩产能要遵循市场规律，营造“谁
先调谁沾光”“谁先减谁受益”的氛围。

《河南省支持煤矿关闭退出奖励政策实
施方案》制定有引导退出政策，按照关闭进
度和关闭矿井数，省级对关闭退出矿井给予
奖励。2016年每关闭一处奖励 300万元，
2017年每关闭一处奖励 250万元，2018年
每关闭一处奖励200万元，2018年以后关闭
不奖励。矿井所在地市、县级政府可在省级
奖励基础上增加奖励。

为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关闭退出，还制定
了采矿权价款退还政策。在矿产资源开发
整合过程中，按照保障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原
则，矿业权未被整合而直接注销且已缴纳采
矿权价款的矿业权人，其拥有的剩余矿产资

源储量对应的已缴纳采矿权价款予以退还。
《实施方案》强调，关闭退出矿井由省工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验收后由省财政厅
拨付奖励资金，由省审计厅跟踪进行审计监
督；采矿权价款退还工作，由省国土资源厅
逐矿核实已缴采矿权价款后，按规定测算应
退价款报省政府审定。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下，煤炭行
业站在河南看是优势，但跳出河南看是劣势。
《实施方案》的出台，就是要坚持市场倒逼与政
策支持相结合，遵循市场规律，依据国家有关
政策，综合运用安全、环保、质量、技术标准、产
业政策等法制化和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
政府该给予资金奖补的要给予资金奖补。

今年，国家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在奖补
资金上对河南给予了支持，目前国家奖补资
金已经下达。⑦8

人往哪里去？转岗或分流
□本报记者 栾姗

人员安置是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实现脱困发展的重中之重。据了解，我
省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涉及安置职
工约13.96万人。《河南省煤炭钢铁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实施方案》指出，鼓
励企业采取内部转岗或社会再就业相结合
的形式来妥善做好职工安置，同时要做好职
工生活保障、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接续、
遗留问题处理等工作。

职工安置渠道。企业主体与社会保障
相结合，通过内部转岗、内部退养、职工安置
服务中心托管及劳务输出、社会再就业、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等渠道，积极稳妥做好我省
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分流安置。

妥善处理劳动关系。企业实施兼并重
组吸纳原企业职工的，继续履行原劳动合
同；企业在依法宣布破产、责令关闭或提前
解散等情形下主体消亡的，要与职工依法终
止劳动合同；企业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偿还拖欠的职
工在岗期间工资和补缴社会保险费用。

加强社会保险衔接。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人员重新就业的，新就业单位要按规定
为其参保缴费、办理社保关系及档案转移接
续手续。对未被其他单位招用的人员自愿
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可按灵活就业
人员的相关办法执行。医疗保险封闭运行
煤炭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由原煤炭企业做实后进行转移，自行管
理期间的缴费年限连续计算。⑦8

事由谁来干？联合来推动
□本报记者 栾姗

“列入2016年、2017年、2018年关闭退
出计划的煤矿，要于当年11月底前完成关闭
工作，12月底前完成验收审核工作。”国家给
出了我省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时间表。

《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
施方案》对关闭对象、关闭标准、关闭程序都作
出了具体规定，并指出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省煤矿关闭退出日常工
作，组织、协调、解决煤矿关闭过程中的有关问
题，负责与国家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沟通衔接，争取国家支持。

关闭对象。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采
煤方法、工艺的；采矿许可证过期未按规定
申请延续的；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煤矿瓦

斯防治能力没有通过评估，且拒不停产整顿
的；开采范围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重叠的；与大型煤矿
井田平面投影重叠的；煤与瓦斯突出、水文地
质条件极其复杂，且经县级以上政府组织专
家进行论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防
治的等情况。

关闭标准。收缴、注销、吊销相关证照；
停止供应并依法妥善处置剩余民用爆炸物
品；停止供电，拆除矿井生产设备、供电、通
信线路；封闭矿井井筒；妥善安置从业人员。

关闭程序。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
和省属煤炭企业要按照煤矿关闭标准和化解
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计划对所属煤矿作出关闭
决定，组织制定关闭回撤方案和安全技术措
施，落实关闭责任和全过程监督责任。⑦8

后续怎么办？严控新产能
□本报记者 栾姗

按下葫芦浮起瓢，化解过剩产能的同
时，也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河南省支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国
土资源政策实施方案》指出，落实“产业政策
要准”和“去产能”要求，省、省辖市、县（市、
区）国土资源部门对煤炭行业新建项目、新
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一
律不予受理用地预审。

自2016年起，3年内停止煤炭划定矿区
范围审批，其间，探矿权到期需要继续延长
保留的，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后予以保留；停
止引导退出煤炭企业的煤炭资源及其深部
铝土矿资源配置；未与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
产能过剩挂钩，并经省政府有关部门公告，
不受理煤炭企业采矿权新立和变更扩大生
产规模申请。

《实施方案》指出，盘活关闭退出煤炭企
业土地资产，按照自愿原则，关闭退出煤炭
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处置方式，或者政府收回
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或者企业申请办理协
议出让，或者企业利用现有土地进行转产；
简化关闭退出煤炭企业采矿许可证注销程
序，煤炭企业关闭退出的，作为采矿权价款
退还依据的储量报告，可代替采矿许可证
注销需提交的矿山闭坑地质报告；规范关
闭退出煤炭企业矿业权价款退还程序，根
据关闭退出煤炭企业申请，省国土资源厅
对已关闭退出煤炭企业矿山名称、资源储
量、矿权注销情况及时间、关闭前已动用资
源储量、关闭后剩余储量等基本情况进行
核实，并出具核实意见；加强关闭退出煤炭
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政策性关闭退
出煤炭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由矿山所在地
县级政府组织。⑦8

啥是“2+4”？

2 个《总体方案》分别是《河南省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和

《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总体方案》；4个《实施方案》分别是《河南省

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实

施方案》《河南省支持煤矿关闭退出奖励政策

实施方案》《河南省支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国土资源政策实施方案》和《河南省化解过

剩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施方案》。 河南城经 金融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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