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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白秋津
本报通讯员 时达

近年来，深处市场磨砺、改革开放

大潮中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坚持立

足煤、延伸煤、超越煤，从单一原煤生

产到实施“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发展

战略，最终形成煤焦、化工、新能源新

材料三大核心产业，探索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高质量转型发展道路，其经

验被写入《河南工业发展报告蓝皮书

(2018)》，成为国企改革新样本。

地方传真

“首次使用大采高支架、首次使用单
轨吊辅助运输、首次使用边扩切眼边安装
方式，这个工作面的高效建成以及创造的
多个‘首次’，在公司采煤史上树起了一座
里程碑。”12 月 4 日，平煤神马集团第二
个、平宝公司首个大采高工作面上，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公司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9月底该工作面投产以来，目前
日产量稳定在7500吨左右。

牢牢扭住安全高效不放松，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今年1月
至 9月，该公司生产商品煤178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近11亿元、利润3.1亿元，成为平
煤神马集团安全高效发展的“领航者”。

作为特大型能源化工集团，近年来，
平煤神马集团在坚持“生命至上，安全为
天”的基础上，把安全作为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前提条件，瞄准“零死亡、零事故、零
超限”的“三零”目标，不断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制，真正把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在了高
于一切的位置，成为提升集团安全管理水
平的有力武器。

“十二五”以来，该集团每年投入安全
专项资金20亿元以上，用于提升安全生产
装备水平和防治水平；圆满完成 131家小
煤矿重组任务，投入资金 60亿多元，对其
中的大部分小煤矿进行劝退和关闭；对集
团安全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两翼矿井，凡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停产，从而杜
绝了重大安全事故，确保了安全态势的整
体平稳。

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创造力，环境
是竞争力。

“今年 7月以来，按照集团要求，帘子
布公司投入近4000万元资金，成立7个项
目组，责任到人，狠抓实效，顺利完成浸胶
VOCs治理、污水生化处理系统加盖密封
等 9个重点环保治理项目，打了一场漂亮
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帘子布公司安技环
保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自豪地说。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高度重视环保工
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摆
在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举全集
团之力，不惜重金投入、重拳出击、铁腕治
污，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针对涉煤、涉气、涉水等重点领域，去
年以来，集团铁腕治污，多措并举，逐项攻
坚。其中，54台 LNG全封闭运输车辆、20
辆雾炮车投入使用；尼龙化工公司等 8家
单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扎实开展；八
矿等 9家单位 21台燃煤锅炉实现拆改替
代；尼龙科技公司等 5家单位发电机组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5家原煤洗选单位实施
煤泥烘干废气深度净化治理；14处煤场封
闭工程全面完成，7座矸石山生态修复稳
步实施，北部矿区职工生产生活环境明显
改善。

据统计，仅 2017年一年，该集团投入
资金 15亿元，实施环保治理工程 113项，
节能工程36项，使一大批污染排放和能源
浪费严重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使集团
整体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水平迈上新台
阶。2018年以来，该集团继续加强环保治
理，共下发环保治理项目合计142项，截至
目前，完成治理项目106项，为提升集团整
体环保节能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作出贡献。

砥砺奋进重实干，转型迎来满眼春。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煤实现了营业收
入从百亿元到千亿元，营业收入与资产总
额双 1500 亿元的历史性跨越。去年，该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500 亿元，其中非煤
产业占 1200亿元，实现了“五分天下有其
四”，企业转型升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
果。今年虽然受到各种内外经营环境影
响，但集团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前三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66.65 亿 元 ，利 税
51.57 亿元，继续保持高质量转型发展良
好态势。9

11月 27日上午，平顶山市石龙区义工群组织
10多名爱心志愿者带着衣服、棉被、食品等生活用
品来到深度贫困村——宝丰县观音堂林站滴水崖
村献爱心，受到村民热烈欢迎。图为同行的理发师
康运凤为当地群众免费理发。9 张鸿雨 摄

平顶山市高质量编制
生态转型系列规划

本报讯（通讯员 魏广军）近日，平顶山市北部
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通过评审。
该规划包括香山、龙山、擂鼓台山、落凫山、平顶山、
马棚山、焦赞山等区域，面积约80平方公里，生态修
复聚焦“山水林田湖矿城”生命共同体，通过修复北
部山体生态，打造集生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都市
度假旅游目的地和特色旅游示范区。

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是平
顶山生态转型系列规划的一个项目。近年来，该市
规划部门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编制完善了《平顶
山市全域规划》《沙河生态景观带规划》《绿地系统规
划》《环白龟湖周边区域保护与发展规划》《老城区小
微绿地规划》《九州湿地及北部矿区生态修复概念规
划》《城市街景整治专项规划》等系列规划，不断优化
城市总体布局、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加快城市有机更
新、推进污染行业退城进园，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引领
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9

汝州

两年完成营造林22万亩
本报讯（通讯员 郭营战 黄耀辉）近日，汝州市

四大班子领导、各局委、乡镇负责人、社会团体等
1000余名干部群众在龙山一起参加冬季义务植树
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
森林河南、绿满汝州增绿添彩。

“植树就是植富，造林就是造福”“让森林走进
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等宣传标语格外醒目。参
与植树的干部群众扶正树苗、挥锹培土、提桶浇水，
大家合力栽下一株株壮苗。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
6000余棵油松、侧柏迎风而立。

近年来，汝州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
把林业生态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确
立了生态汝州的发展目标，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
全国绿化模范县（市）为载体，科学谋划、精准发力，
加快推进国土绿化进程和森林城市建设，覆盖城乡
的绿网体系初步形成。2017年以来，共完成营造林
22万亩，先后成功创建为全国第三批林业信息化建
设示范县、河南省林业生态县（市）、省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全国首批50家森林
小镇试点之一等15项国家级、省级荣誉。

汝州市林业局局长鲁武国说：“我们将以森林
河南生态建设十年规划为行动纲领，攻坚克难，加
压前进，加快‘三增、四转、五统、六化’步伐，大力实
施龙山森林康养特色小镇建设、山区营造林、北汝
河防护林带建设等十大工程，建设镇郊森林公园18
个，创建省级森林小镇3个，创建森林村庄55个，强
力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9

宝丰县

启动环保信用评价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巫鹏）近日，宝丰县环保局工

作人员来到该县参加环保信用评价的单位，就环保
信用评价系统如何提交填报材料对企业进行服务
指导，对评价规则等问题进了详细的演示和解答。

企业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指标包括单位环
境管理信息、环保行政管理信息、环保信用激励信
息等三个方面。环保部门可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
境信息，按照环保信用评价标准和程序，对其环保
信用进行评价定级，分为诚信、良好、警示、不良四
个级别，在环保信用评价管理系统中依次用绿、蓝、
黄、黑标识。环保信用诚信单位、环保信用不良单
位将分别列入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红名单和黑名
单，推送到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信用中国（河南）
网站，实现环保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开放共享。

据介绍，目前我省环保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税
务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管机构等单位共同构建环
境保护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守信激
励力度将与环保信用等级正相关，环保信用等级越
高，激励力度越大；失信惩戒力度与环保信用等级负
相关，环保信用等级越低，惩戒力度越大。对环保信
用不良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负有直
接责任的有关人员，各部门将依照有关规定实行联
合惩戒。

截至目前，宝丰县已对70余家企事业单位分批进
行了培训，并对全县重点排污单位和持有排污许可证
的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信息操作培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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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

义工贫困村献爱心

书写高质量转型发展时代答卷书写高质量转型发展时代答卷

11 月 26日，位于新乡的河南平煤国能锂电
公司一期 1GWh软包单体电池项目当天生产的
电芯还未下线，就全部被客户预订。

今年 9 月 22 日，河南平煤国能锂电公司
10GWh高比能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首期投产。
其装置、产品性能领先行业其他企业2年；工效是
行业其他先进企业的近 4倍；建设时间仅用了行
业同等规模知名企业的一半；投资仅4亿元，在行
业同等规模企业中最少……先进的技术、超高的
效能，使得公司产品成为下游用户眼中的“香饽
饽”。

“10GWh高比能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是集
团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该公
司董事长刘宏伟说，“首期投产后，预计每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4亿元，下一步，我们将
上马其余9GWh电池项目，打造世界领先的全固
态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使企业成为始终拥有国
际同行业中领先技术、规模国内前三的中国电池
行业的标杆。”

从煤炭到尼龙化工，再到新能源，近年来，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持之以恒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多
条黄金产业链，促进各类资源聚变升值，着力打造

“一城两地四园区”（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尼龙城”；打造国内最具竞争力的煤焦化生
产基地和打造国内最具发展活力的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平顶山西部煤焦化工产业园、
叶县盐化工产业园、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许昌硅
基新材料产业园），持续向产业链终端和价值链高
端迈进。

以淘汰落后产能焕发活力。自2010年起，该
集团开启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的有益尝试，在去产
能政策出台前，已关闭退出87对兼并重组的小煤
矿，淘汰落后产能1335万吨。2016年以来，该集
团加快了去产能的步伐，到今年年底，将关闭 35
对矿井，退出产能 942 万吨，煤炭产能压缩至
4500万吨，转岗安置3.24万名职工。

瘦身的同时，还要健体。一方面做强焦化产
业，一方面拉长产业链条。经过整合重组，该集团
焦炭产能达到1600万吨，居全国第一位。“这不仅
每年能为企业消耗掉 3200 万吨煤炭，还通过甲
醇、二甲醚等 50多种化工产品，将产业链延伸至
尼龙化工、光伏、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等产业领域，
实现了将质量效益由‘低’变‘高’、发展模式由

‘黑’变‘绿’的飞跃。”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基于“延伸煤”的理念，该集团着力在尼龙产

业上做加法，把做强做大尼龙板块作为转型主攻
方向，在平顶山市打造“中国尼龙城”的总体部署
下，先后投资 200多亿元，按照“大尼龙、全产业
链、国际化、创新引领”的战略构想，围绕尼龙化纤
纺织、工程塑料改性注塑、聚氨酯制品三大产业单
元，建成一批结构调整重点项目，形成了尼龙 66
与尼龙 6相互支撑的大尼龙发展格局，巩固了世
界一流尼龙化工产业基地地位。

产业集群的培育，形成了该集团新一轮发展
动力输出点、经济效益增长点、人员分流安置承接
点。目前，该集团尼龙产业年产值规模300亿元，
利税30亿元，从业人员2万人。“未来5年至 7年，
集团尼龙产业总产能将达到 500万吨级、营业收
入超 1000亿元、利税 100亿元以上、就业人数达
到 10万人，将成为领军全球、世界最大的尼龙巨
头。”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12月 4日，走进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一张张薄如发丝的单晶硅片通过智
能化操作变成太阳能电池片。得益于此，该公司
一期项目生产的单晶硅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可
达 21.5%以上。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
销售收入80亿元，利税8亿元。

该集团还在新能源新材料上做乘法，紧盯行
业前沿、市场高端进行优化布局，形成规模大、档
次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为有序承接传统产
业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开辟了“战场”：

2016年，平煤股份与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生产
企业西安隆基公司，合资建设全球规模最大、设备
最先进的4GW高效单晶硅电池项目；今年，作为
集团新能源新材料的龙头企业，开封炭素公司技
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目前公司产销两旺，一个月
利润就达2亿元；9月 22日，在新乡布局的河南平
煤国能锂电公司高比能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首期
投产，积极打造新经济增长极……

“国外进口硅烷产品纯度只有 6 个 9
（99.9999%），而我们生产的达到了 7个 9
（99.99999%）甚至 8个 9（99.999999%）。”
11月 26日，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蔡前进告诉记者，硅烷每增加
一个 9，纯度将提高 10%，未来，河南硅烷
的纯度将达到11个 9到 13个 9之间。

2012年，平煤神马集团以首山化工为
依托，与上海交大及技术研发人合资合作，
成立了河南省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国有股本为主导，发挥民营资本特
色优势，同时吸收科技人员入股，三方的有
机结合，形成了体制混合、股权多元、优势
互补、劣势对冲的管控局面，也为硅烷项目
的成功研发提供了保障。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的重要途径。作为我省国资委确定的首
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近年来，平煤神马
集团持续理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
理层关系，健全权责清晰、运转协调、有效
制衡的法人治理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积极下放经营决策、劳动用
工、招投标、选人用人等权力，促使下属企
业规范董事会建设，推进职业经理人市场
化选聘，充分激发基层单位的活力动力，推

动由传统国有管理体制向全面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转变。

“通过健全完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提
升总部的战略决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资
本运作能力、监督评价能力和党的建设能
力，规范二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的运作，确立了加强党对国企改革领导、坚
持稳中求进、坚持安全发展、坚持防范风险

‘四大原则’，为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
体筑牢了根基。”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同时，平煤神马集团坚持以实业为依
托，以资本为纽带，推动由实业经营向实业

与资本“双轮驱动”。通过与知名央企、优
秀民企开展合作，围绕产业链延伸拓展发
展空间，巩固提升与国内外上下游行业龙
头的战略合作层次，使一批煤炭、焦炭重点
用户成为股东；通过资产证券化、市值管
理、搭建平台等途径，使融资渠道更加多
元、产融结合优势不断放大，为实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撑。

平煤神马集团旗下的光伏企业易成新
能是继平煤股份、神马股份之后的集团第
三家上市公司。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易成新
能的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只占 20.05%，
却撬动了 79.95%的民营和社会资本。目
前该公司高品质的锂电池负极材料、新能
源产品已陆续投产，深受客户好评。

据了解，目前该集团控股混合所有制
企业 117家，占全部二三级子公司的 70%
以上，收入比重占全集团的 90%左右,有
平煤股份、神马股份、易成新能三家上市
公司和硅烷科技等 7 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激活了转型的动力
活力，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率，实现了生
产高效、产品高端、市场高价，为稳态势、
保增长，促进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平煤神马集团相关部门
负责人说。

加快结构调整
新老“字号”并重

深化机制创新 擎起质量效益“大旗”

强化安全环保 为高质量发展“筑基”

世界先进、国内最大的超高功率
石墨电极生产企业——开封炭素公司

硅烷科技研究生产

平煤隆基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鸟瞰图平煤隆基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鸟瞰图

综合自动化全国领先的现代化矿井——平宝公司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117
家

目前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控股混合
所 有 制 企 业 117
家，占全部二三级
子公司的 70%以
上，收入比重占全
集团的90%左右

国内技术领先的高比能动力锂离
子电池生产线——平煤国能锂电

坚持以安全环保为前提，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全体职工为依

靠，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