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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散兵游勇”到“兵团作战”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多元化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纪实

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中，未来3至5年，煤炭行业将退出产能5亿

吨、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受此影响，全国

约130万名煤炭企业职工将被分流安置。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是一个老

牌煤炭企业，在职职工4万余人。在去产能

过程中，鹤煤公司以团队式劳务输出探索跨

行业合作用工新模式，多措并举努力破解老

矿区人员安置难、职工增收难的历史性难

题，力争实现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温留正 王一风 文/图

核心提示
追根溯源
鹤煤公司的昨天和今天A

这是一组数据，它令人焦虑——
从 2016 年起，利用 3年时间，鹤煤公司退出煤炭产能

582万吨/年，关闭矿井26对。在煤炭行业严重供过于求的
环境下，一些资源禀赋差、可采储量低、开采成本高且无边际
利润的矿井必须彻底退出市场，否则，不是企业消灭亏损，就
是亏损消灭企业。

这又是一组数据，它令人茫然——
鹤煤公司 2016 年关闭矿井 10对，涉及分流安置职工

6240 人；2017 年关闭矿井 15对，涉及分流安置职工 5275
人；2018年关闭矿井1对，涉及分流安置职工441人。企业
要想活下来，去产能是大势所趋，人员分流安置更是当务之
急、刻不容缓。作为国企，去产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减下来
的人怎么办？

这依然是一组数据，它令人振奋——
2014年 10月份以来，鹤煤公司与富士康开展了6个批

次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总人数超过7093人次，职工直接创
收2688万元，企业减少工资性支出1426万元，减少各类保险
费支出543万元。

这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鹤煤公司淘汰落后产能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更是鹤煤公司牢固树立“转岗不是下岗、分流不
是裁员”的观念，多元开辟人员分流安置渠道的探索和努力。

1957年 6月 3日，鹤煤公司的前身——鹤壁矿务局经原
国家煤炭工业部批准成立。同年11月1日一矿移交生产，到
1962年有 8对矿井建成投产，当时总设计能力337万吨，实
际原煤产量212万吨。

2008年12月5日,鹤煤公司并入原河南煤化集团，2013
年9月12日，并入由原河南煤化与义煤集团战略重组的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经历过两次大的整合，如今的鹤煤公司拥有
鹤壁矿区、荥巩矿区、济源煤田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田矿区、
陕西富县党家河煤田五个矿区，建有配套洗选厂8座，年入选
能力750万吨左右。

开采出来的是宝藏，最后留下的是衰老矿山，这几乎是
每个资源企业难以逃脱的命运。经过50多年的开采，如今的
鹤煤公司部分矿井老化、生产低效、人员富余等问题十分突
出，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对鹤煤公司来说，要脱困首先要解
决人员安置问题。“在中央提出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之际，煤炭
企业靠什么脱困？唯一出路在改革。”鹤煤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强岱民掷地有声。

2015年以来，鹤煤公司先后关停了资源枯竭、亏损严重
的寺湾井、顺发矿、徐庄矿、双祥分公司、王河煤矿、鹤兴矿、
新华矿、鑫泰矿、富源矿、永兴达矿，最大限度地淘汰落后产
能，减亏止亏。2015年，鹤煤公司在安全态势总体平稳的基
础上实现产销平衡，尽管所属矿井和洗煤厂处于亏损状态，
但职工总人数已由2014年的4.6万人降至3.9万人。

审时度势
以劳务输出培养职工社会竞争力B

企业“瘦身”，并不轻松。就鹤煤公司
而言，一个百万吨的矿井，却有三四千人，
地面和辅助人员比例更是占50%以上。人
员富余的问题在煤炭“黄金十年”中并不明
显，如今全行业面临危机时，破解这一难题
却成了当务之急。

上任伊始，强岱民就开始谋划为地面
富余职工另找出路的问题。经过多方论
证，鹤煤公司最终达到一个共识：眼睛向
外，走团队式劳务输出之路，让职工直接到
市场上培养社会竞争力。

自助者，人恒助之。2014年年初，在
与鹤壁本地 20多家用工短缺企业进行接
触遇到瓶颈的时候，鹤煤公司偶尔得知苹
果手机代加工厂——富士康公司部分厂区
内迁河南之后，面临巨大的用工缺口。鹤
煤公司立即组织人员前往郑州接洽，在了
解到鹤煤职工文化素质和动手能力普遍高
于农民工及一般熟练工后，富士康公司为
鹤煤公司富余职工打开了方便之门。很
快，双方就劳务输出管理方式、职工权益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长达 1个多月的艰苦谈
判，最终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

协议虽然签了，干部职工心里到底是
怎么想的呢？合作还没开始，已经有部分人
怨声载道，别说职工不理解，就连一些干部
的思想也不统一。有人认为，咱是国企职
工，现在让我们去给私企打工，无论如何也
想不通。常年守着矿山的职工一旦离开熟
悉的井架、煤田，骤然间感到了惶恐和茫
然。各种不解、疑虑冲淡了企业困境带来的
现实困惑，第一批入选的职工情绪极不稳
定，有些人连富士康的大门都不愿意进。在
接下来的合作过程中更是小摩擦不断，甚至
发生了严重的围堵厂门风波，合同不到期，
人员就回流了一大半，合作一度面临中断。

面对职工的不理解，鹤煤公司一方面下

发文件，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活动，并组织形势
任务报告团进行巡回演讲，另一方面利用报
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大力宣传劳务输出的意
义，组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调研。与此同
时，各单位还专门召开劳务输出推进会，给职
工讲清形势讲透政策，摆事实讲道理，让职工
真正从心里明白，劳务输出不是让职工没有
饭吃，而是要吃得更好。当前分流一部分职
工，是要到市场上培养自己的生存力、竞争
力。第一批只是试点，过一段时期可以轮换，
今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为进一步消除思想疑虑，鹤煤公司下
发的《劳务输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劳务
输出期间，职工身份不变，与鹤煤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不变，各种保险的缴纳标准与
渠道不变。这犹如一颗“定心丸”，让职工
得以放下顾虑、轻装上阵。2014年 10月
30 日，鹤煤公司第一批参加劳务输出的
300名员工踏上了征途。

王静是九矿后勤服务中心女工，谈到
劳务输出时，她说：“在矿上平均月工资只
有 1000元左右，在富士康每月上 21个法
定班，每天再加两个小时的班，旺季时一个
月能拿到4000多块钱。”收入的变化让王
静的“钱包”鼓了起来，于是她就打电话让
老公也参与到劳务输出中来。

“刚来时，我也对陌生岗位有过不适应
期，通过实地感受用工企业的流水线作业环
境，这段有限的时间我不仅创造了财富，更
开阔了眼界，也转变了思想……”谈到劳务
输出的经历时，鹤煤六矿职工马勇感触颇
多。从一开始排斥怀疑到后来主动适应，参
与劳务输出的鹤煤公司职工彻底转变了“等
靠要”的观念，更是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因素。
只有党员干部转变观念，放下架子，拉下面
子，职工才能挣回票子。基于这个认知，鹤

煤公司党委响亮地喊出了“去产能员工分
流，我是党员我带头；谋出路安置员工，我
是党员干部我负责”的口号。在鹤煤公司
党委号召下，各基层单位先后有38名副科
长以上党员干部参与到劳务输出中来。特
别是今年，中泰矿业、三矿、六矿、十矿一次
性就派出了包括党委工作部长、纪检科长、
财务科长、企划科长、办公室主任在内的多
名干部，进车间、上产线，以实际行动影响
和带动着广大职工。

马爱国是三矿保卫科副科长，他谈到
劳务输出时说：“现在企业很困难，公司为
咱们找到这样一个新饭碗，咱得端好、端稳
了才行。”干部能带头搬石头，群众就能平
山头，在关键时刻，职工干不了的，作为党
员干部要带头干，职工不理解的，党员干部
去做工作，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干
部在关键时刻要站出来。

鲁建华是中泰矿业纪检监察科科长。
谈到党员干部带头时，他说，困难时期正是
党员干部体现党性的时候，说一千道一万，
党员干部不能光说不练。现在正在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他觉得做合格党员
首先是做合格员工，国企员工要为社会创
造价值，而不是毁灭价值，希望更多的工友
都能投入进来，与企业一道战危机渡难关。

党员干部带头是有形的带动同时更是
无声的命令。两年来，鹤煤公司与富士康已
经开展了5个批次的劳务输出。第一批结
束时只有4人愿意留下继续干，第二批就有
196人选择继续留下来，第三批达到了562
名，目前，每月有1230名职工在富士康公司
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很多职工通过实地感
受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摒弃了“大树底下好
乘凉”“穷家难舍”的思想，干部与职工同劳
动，彻底打破了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转
变了干部能上不能下、工资能增不能减、员

工能进不能出的传统观念，增强了靠勤劳的
双手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随着劳务输出队伍的不断壮大，为实
现对外劳务输出的机制化、规范化、系统化
运行，鹤煤公司党委和工会组建了富士康郑
州公司临时党支部和工会，根据工作实际推
行了公司+基层+厂部+线组的四级管理模
式，形成了外出务工职工“流而不散、多而有
序”的管理体系。实际工作中，临时党支部
和工会主动加强与输入地党组织和工会的
沟通联系，通过开展“我是党员跟我来”“有
困难找工会”等活动，让外派职工困难有人
帮、委屈有人理、急事有人管。另外，鹤煤公
司党委、行政、工会负责人和基层各单位党
政工负责人不定期到富士康进行慰问，让鹤
煤职工时刻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同时，在

“五一”“ 七一”“年度评先”时，鹤煤公司专
门分配名额向劳务输出员工倾斜。今年“五
一”期间，鹤煤公司工会一次性拿出20个名
额，表彰了一批优秀劳务输出人员，让他们
既挣到了票子也挣到了面子。

据了解，劳务输出期间，鹤煤职工旺季
时最高月工资有人拿到5800元，平均工资
都在3000元左右。“鹤煤职工长期受到优秀
企业文化的熏陶，服从意识好，大局意识强，
整体素质较高，我们希望将来有更深一步的
合作，希望有更多的鹤煤职工到富士康公司
工作……”谈到两年来合作的感受时，富士
康郑州出口加工区负责人陈浩如此评价。

去产能的同时争取让更多职工端上新
饭碗——这条团队式劳务输出之路，终于
被他们尝试着“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项新举措的推行，难免要经历一个
阵痛期和适应期，但是只要对企业、对员工
有利，都值得大胆探索，通过多方努力，最
终赢得员工的理解支持，切实把好事办
好。”强岱民这样说。

11月2日晌午时分，鹤壁市山城区金博
大商场东北角新开的“袁记小吃”店又开始
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从对面金博大购物
广场出来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进小吃店。

“老板，做两份麻辣烫，一份多放点辣
椒。”

“好哩，稍等，马上就好……”小吃店的
老板袁胜涛立马招呼着，给客人倒上水后
就开始忙碌起来。

袁胜涛做的“招牌麻辣烫”采用纯天然
蔬菜、粉条、鸭血等配菜加上独门秘制的汤
料熬制而成,每一道工序都十分严谨。当
两碗香气四溢的“招牌麻辣烫”上桌之后，
再附送两个新鲜烘焙出炉的精品面饼，两
位食客吃得很舒心。

就在 4个多月前，袁胜涛还是鹤煤十
矿102队的团支部书记。他自主创业开小
吃店，从“书记”到“老板”的身份转换，源于
鹤煤公司出台了自谋职业管理办法。

出路，出路，只有走出去才有路。有了
富士康劳务输出的经验，鹤煤公司广开渠
道，最大程度维护员工切身利益，因地制
宜、分类有序、积极稳妥地开展人员分流安

置，对于有创业能力和个人自愿创业的职
工，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签订为期四年期
限的自主创业协议书，最大限度地保证职
工利益。鹤煤公司职工自谋职业管理办法
规定，前两年各类保险由企业负责交纳，后
两年个人部分个人交纳、企业部分由企业
交纳。截至 9月底，鹤煤公司已经有 993
名职工选择了自主创业。

鹤煤十矿女工姚柯开设两家洗衣店，
吸纳多名矿嫂实现就业；中泰矿业职工郝
瑞明开办养花基地，吸纳21名矿工就地实
现转岗就业；鹤煤八矿机运科三名职工合
资开办武汉小吃连锁店，生意红火……在
这些创业的职工当中，一些人已经通过创
业挣到第一桶金。“目前，鹤煤公司工会正
在统计自谋职业基本情况，届时将按照政
策要求建立帮扶创业基金，以此鼓励更多
的职工实现创业梦想。”鹤煤公司党委常
委、工会主席王伟说。

除富士康公司合作用工外，鹤煤公司
还先后与郑州思念集团、鹤壁中鹤集团、鹤
壁市仁德医院等企业洽谈，均达成了合作
用工协议。考虑到广大女工的收入偏低问

题，鹤煤公司还与鹤壁市总工会、妇联合作
开展月嫂培训，如今有 5批 300多名职工
参加了月嫂培训，多名女工已经拿到高级
月嫂从业资格证，走上了月嫂与家政的岗
位。

同时，鹤煤公司还实施精准培训，组织
职工参加不同类型、技能的培训，电子商务、
电焊工、电器维修、中式烹饪、美容美发、家
政服务等培训在逐步展开，让职工掌握一技
之长，甚至做到精一门、懂二门、会三门，精
准培训到位，职工们不再有技术恐慌症，消
除转岗就业与自主创业的“拦路虎”。

在医护人员的安置上，鹤煤公司先后与
鹤壁市8家医疗机构达成初步用工协议，8家
社会医疗机构共提供了447个岗位，全公司
309名医疗系统的富余职工参与应聘，截至
9月底，已经有123名医护人员转岗就业。

考虑到目前距离退休不足5年的职工，
鹤煤公司制定了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对于劳
动合同制、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职工
实行内部退养，企业向其发放生活费并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在关
闭矿井的人员分流上，鹤煤公司对于协议

工，解除劳动合同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于原来的劳务派遣工，鹤煤公司按协议约
定依法支付相关费用并退回劳务派遣公司；
对于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矿井接收原矿井
人员和自行招收人员，鹤煤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可以说，在考虑内部分流之前先考虑
外部就业岗位，既使企业减亏、职工增收，
又维护了矿区的和谐稳定——这种以人为
本的改革思路，为鹤煤公司将来的优化产
能之路扫平了障碍。“今年或许是煤炭企业
最困难的一年，国有煤炭企业改革也将进
入一个新时期。分流职工的安置不仅关系
到职工‘养家糊口’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
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河南理工大学
太行发展研究院谢东方教授认为，在煤炭
企业分流安置上，应当牢固树立“转岗不是
下岗、分流不是裁员”的观念，做好“加减
法”，多元开辟人员分流安置渠道，在这方
面鹤煤公司通过牵手富士康开展团队式劳
务输出、举办月嫂培训、鼓励自主创业等，
努力实现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他
们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面向未来
多元化开辟分流安置职工新渠道C

自主创业女工开办连锁洗衣店

鹤煤公司与鹤壁市工会联合办月嫂培训班

鹤煤驻富士康临时党支部成立大会

鹤煤公司领导到富士康慰问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