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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毛

当前，随着全球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蓬勃发展，新一轮产业变革深度
演进，传统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
挑战和转型机遇。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两手抓，嫁接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论断
对于传统产业，尤其像平煤神马集团这
样的传统能源化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路径、明确了方
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是我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指南。

一、以打造全国第一的
炼焦煤生产基地为核心，全
面提升煤焦产业竞争力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新中国自
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第一座大型
煤炭基地，自 1955 年建矿以来，被誉
为“中原煤仓”，一度处于效益第一、产
量第二的行业领先地位。但随着矿井
采深增加，自然灾害加重，企业人员
多、效率低、包袱重、安全保障难度大
等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随着能源革
命的提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
深化，中部煤炭产业进入减量发展阶
段，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正如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传
统产业仍是我们的“当家吃饭”产业。
煤焦产业员工占到集团的 78%，资产
占 43%，收入占 77%，利润 26亿元，居
各产业之首。煤焦产业始终是集团发
展之基、产业之源，是实现更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根本所在。在 65 年的发展
历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三大比较优
势：一是主焦煤资源赋存优势。优质
主焦煤是 12个细分煤种中最稀缺、最
重要的资源，被誉为“工业味精”。集
团是国内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和动力煤
生产基地，优质主焦煤规模位居世界
第二、全国第一。二是产品梯次开发
优势。围绕煤炭资源梯次开发利用、
就地转化增值做文章，成功开发出中

硫肥精、高灰主焦等焦煤新品种，煤炭
产品种类由 7种增加到 21种。三是产
业链竞争优势。我们坚持立足煤、延
伸煤、超越煤，开辟了“以煤为本、相关
多元”转型道路，构建了煤基尼龙、煤
基炭素、煤基新材料三条“黄金产业
链”，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推动传统煤焦产业优化升级，我
们必须巩固提升现有优势，通过优化
煤种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提升产
业集中度和智能化、集约化水平，集中
力量打造安全高效矿井，全面提升核
心竞争力。一是做强做优炼焦煤种优
势。要稳定规模、做精做强，巩固全国
第一、世界第二的优质主焦煤地位，实
现由“量大”到“质优”的转变。持续深
化“精煤战略”，煤炭生产全面转向焦
煤开发，保持炼焦煤 4000 万吨、精煤
1200 万吨、优质主焦煤 600 万吨以上
的规模。二是全面推进智能化改造。
2018 年以来，我们加快推进“智能矿
山”建设，去年投入 20亿元，建成 4对

“智能矿山”，其中全省首套智能化综
采工作面在十矿落成，全省首套大采
高智能工作面在平宝公司投运。十矿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创造三项国内新纪
录，生产效率同比提高 62.5%，人均产
煤量突破 1000 吨/年大关，特别是取
消夜班生产制，颠覆了集团煤矿 60多
年来的工作模式。下一步，我们要以

“智能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一优
三减”及“四化”建设，不断提升煤矿安
全高效水平。2020年将建成 8个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和 8个智能化掘进工作
面；到 2021 年年底，主体矿井要完成
智能化改造。发挥“机械化换人、自动
化减人、智能化少人”优势，按照集团
人力资源十年规划，在去年减员 1.2万
人的基础上，2020年再减员 2万人，到
2028 年用工总数控制在 10 万人以
下。三是着力打造一批行业领先的安
全高效矿井。按照“发展一批、稳定一
批、退出一批”的思路，梁北二井、夏店
矿要加快建成行业一流的安全高效矿
井；2020 年八矿要率先实现 500 万吨
产能，十矿、十一矿、平宝公司加快打
造 400万吨-500万吨级矿井；逐步关
停退出资源枯竭、效益差的矿井。

二、以打造千亿级“中国
尼龙城”为契机，建设最具全
球竞争力的尼龙新材料基地

尼龙新材料是我省十大新兴产业
之一，也是集团的产业优势所在。作为
改革开放后首批 9个重点引进项目之
一，经过近40年的发展，尼龙产业已形
成横跨化工、化纤两大行业，尼龙66与
尼龙 6“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拥有帘
子布规模全球第一、尼龙 66盐和切片
亚洲第一的规模优势，全球最完整的煤
基尼龙全产业链优势。但随着全球产
业梯次转移，世界尼龙巨头加快布局中
国市场，国内民企迅猛崛起，集团尼龙
产业面临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机制不
活、核心竞争力不强、传统优势弱化的
巨大挑战。2019年，平顶山新型功能
材料集群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为“中国尼龙城”建设带来了历史性
重大机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定
位，发挥比较优势，破除瓶颈制约，促进
尼龙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一是推动千
亿级“中国尼龙城”建设。按照“一基地
两集群”的产业布局，积极打造技术和
规模一流的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培育
壮大下游尼龙织造、工程塑料两个产业
集群，加快形成己二酸、己内酰胺、尼龙
6 及 66 切片“3 个 60 万吨”产能，到
2021 年，尼龙新材料产业收入突破
500亿元，利润超 30亿元；再利用 3-5
年时间，主导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集
聚效益最明显、竞争力最强的千亿级

“中国尼龙城”。二是加快产品高端化
发展。坚持创新引领，积极开展战略合
作，加快芳纶等高端纤维关键技术攻关
和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工业色丝、改
性切片、高端注塑、特种尼龙等差异化、
高端化产品，积极进军民用、军工等高
端领域，力争2020年高端、高价尼龙产
品比重突破 80%。三是加快产业国际
化进程。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加快推进国际生产、销售一体化
基地建设，优化布局，提升规模，增强全
球资源整合能力。2020年，稳步推进

泰国投资项目，深化与德国柯丹卡公司
的战略合作，推动尼龙产业全球战略布
局。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挑战，扎
实推进原料全球化采购，提高全球原料
资源的整合能力。稳步布局非洲、拉美
和欧洲等地市场，全年力争进出口总量
突破20亿美元。

三、以培育壮大行业顶
级的新材料生产基地为目
标，加快向新材料企业转型

新材料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集团最具成长
性、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核心产
业。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积极抢占新材料产业制高点，“中国硅
烷”打破国际垄断，品质达到全球顶级
水平；单晶硅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
22%，达到行业最高标准；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产能全国第一，盈利能力位居行
业前列。但由于起步晚、规模小、技术
储备不足，集团新材料产业优势不稳
定、不突出，支撑力还不强。下一步，我
们将抢抓机遇，瞄准产业有基础、市场
前景广、技术最前沿、带动能力强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聚要素资源，强
化核心技术攻关，迅速做大产业规模，
抢占高端市场，力争 3-5年，新材料收
入突破 800亿元，占据集团半壁江山，
让新兴产业优势更稳定、更突出。一要
实施创新驱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创新链、价值链，围绕新材料产品提档
升级，积极与全球领先企业、世界著名
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着力攻克和实
施一批前瞻性、引领性的关键技术和重
大项目，力争在碳纤维、氢能利用等“高
精特尖”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二要提
升规模档次。坚持项目引领、创新驱
动，加快推进 PC一期、电池片、负极材
料等项目建设进度，高效单晶硅电池片
形成 10亿片、6吉瓦产能规模，稳步提
升高纯度硅烷产品规模档次。全力打
造高端炭素产业链，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产能尽快达到 10万吨，进一步巩固世
界先进、国内最大的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企业地位。三要进军高端领域。积极
布局电子级多晶硅领域，加快推进全球
技术最先进单体高效单晶硅电池生产
基地建设，构建光伏全产业链和储能产
业链，加速打造支撑未来发展的新的增
长极。

四、以“六个坚持”为统
领，提升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保障能力

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精神，进一步
巩固传统优势，打造新兴优势，实现“老
树开新花”，还需要我们结合企业实际，
创新理念、创新经营、创新发展。集团
二次党代会明确，通过 3-5年的努力，
集团营业收入突破 2000亿元、利税超
百亿元，挺进世界 500强。2020年，我
们将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牢牢坚持以
安全环保为前提，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
心，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以结
构调整为主线，坚持以全体职工为依
靠，坚持以党的建设为保证，为中部崛
起、河南出彩再加力。

一要坚持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计划 5年投
资 50亿元，上马环保治理项目 600余
项，全面向“近零排放”目标迈进。通过
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对污染
源进行革命性系统整治，2020年全集
团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7.5%，加快实
现污染物排放“三近零、一杜绝”目标，
做到“看不到烟尘、闻不到异味、听不到
噪音、触不到灰尘”，引领传统能源化工
企业清洁绿色友好发展。

二要深化机制改革。坚持市场化
改革方向不动摇，以强激励、硬约束机
制建设为关键，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
度，扩大市场化选聘比例，实行任期制、
契约化管理。深化中长期激励机制改
革，一企一策、试点先行，对科研、技术
和管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分红激励、
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等多种激励办
法。坚持市场导向、绩效导向，对标国
际国内一流企业，优化考核要素设置，
严格执行党建、安全、经营业绩“三位一
体”刚性考核，干部“下”的通道由 6条

增加到 15条。通过正向激励、反向倒
逼，坚决打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
干坏一个样的传统企业痼疾，坚决革除
庸政、懒政、怠政现象，充分调动各级干
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三要提升管理效能。以信息化技
术为支点，发挥信息化对集团治理体系
的撬动作用，推动集团管控资源系统整
合、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重组、管理
模式创新,加快推动企业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扩大数字化、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领域，加快信息平台
建设，形成覆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的
信息化矩阵，为集团科学高效决策提供
智能化支撑。通过信息化改造，实现安
全生产信息集成管理、风险集中防控；
财务资金做到“一本账”“一个池”；采购
业务全部实现线上运行，价格结算做到
在线实时结算；物资管理实现全流程覆
盖、全环节管控，推动集团运营模式和
监管方式变革。依托 5G、区块链等新
技术，加快集团大数据中心建设，构建
大数据及信息安全云平台，推动集团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

四要强化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

“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使党的建设与企业治理现
代化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促进转型发展高质量。要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体现到传统
企业转型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改革方向，进一步规范重大事项党
委前置研究讨论工作机制，健全议事清
单，明晰权责边界，规范运作程序，确保
党委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
体化。进一步丰富完善“三三四一”党
建工作机制，强化党建考核，注重结果
运用，突出“严”和“实”，不断提升党建
科学化水平。

（作者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

巩固传统优势 让新兴优势更突出更稳定

加快推动传统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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