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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北宿煤矿关停
新旧动能转换迈出第一步

2017年4月18日，李克强
总理主持召开“贯彻新发展理
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强调：实
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须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这种转换既来
自“无中生有”的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也来自“有中出新”
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两者相
辅相成、有机统一。他说，只要
与新动能加速融合，再传统的
行业都能挖出新金矿。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
煤炭作为能源领域旧动能的
代表，其命运一直是被关注的
焦点。2016年7月29日，山东省
煤炭工业局发布《关于确保完
成2016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工作目标的通知》，北宿煤矿
赫然在退出煤矿名单之中。作
为兖矿煤业首座关停的矿井，
北宿煤矿已经走在转型发展
的路上。

2016年9月29日早晨6点，
北宿煤矿综采工区夜班班长
王晋岭停下了5614工作面上
急速转动的煤机，此后，王晋
岭将和工友们把这些像兄弟
一样的设备拆除上井。同年10
月10日，兖州煤业发布《关于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情况的公
告》，所属北宿煤矿计划于
2017年3月底完成关停工作，
化解煤炭产能100万吨。

此前的2016年10月7日，
北宿煤矿召开关井停产转型
发展动员大会，在1票反对的
情况下，全矿干部职工投票支
持转型发展。

一边在关停，一边在转型。
与此同时，兖矿蓝天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和兖煤矿业服务公
司挂牌一起成立，除去划转到
外单位和内退的员工，北宿煤
矿713人全部踏向“蓝天”之路。

煤炭领域革命的核心在
于清洁利用，根本出路在于绿
色发展。早在十多年前，兖矿
集团就布局“煤制油”、“煤制
气”等项目，试图从前端入手、
另辟蹊径，寻求更高效、更清
洁的煤炭再生之道。兖矿集团
审时度势，坚持向集约高效型
转变，走产业集中度高、经济
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高保
障的现代化之路。

解耦炉实现煤炭无烟燃烧
传统行业有中出新再升级

2017年10月份，“干净、热
量足、上火快”的型煤正式开
始在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洁净煤厂试生产。这项工作被
称为“蓝天工程”，也就是兖矿
集团本部转型升级的“一号工
程”。

“我们左手边是激光切管
机，激光切管机主要用于炉具
烟筒、炉门圈等圆管、方管的切
割，工件上的水口、定位孔可以
一次加工成型，具有切割速度
快、精度高、切口光滑无毛刺的
优点。”跟随兖矿东华重工有限
公司谭主任行走在整洁敞亮的
炉具生产工厂内，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感受到现代化机械
生产所带来的“不可思议”。

16262平方米的厂房内，
一侧整齐地摆放着各种智能
化生产机器人，为配料单元。

中部是封闭式生产车间，完全
由智能机器臂操作完成，不需
任何人工操作，为焊装和涂料
单元。一侧则是立体库单元，
设有四台堆垛机，八列、五层
货架，可放置五千余台炉具。
立体库入库可与“AGV”自动
对接，实时反映货位当前信息
库存情况等信息与MES系统
数据对接。(“AGV”是自动导
引运输车的简称，无需人工操
控，车辆连入无线网络，根据
上下工序间的供需关系、调度
系统的控制自动运转。)

该生产线生产的产品为
NX系列解耦炉，解耦炉是在
中科院发明的解耦燃烧技术
基础上开发的一款节能环保
炉具。解耦燃烧技术是通过优
化炉具结构和燃烧过程，解除
炉具中污染物耦合排放，实现
烟煤的无烟燃烧。

解耦炉的生产也是兖矿
集团实施“蓝天工程”项目的
一部分，是探索一条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的新路径，也是贯彻
新旧动能转换试水之举。

绿色发展协同人才助力
兖矿集团发出更多“新枝芽”

聚焦“四新四化四提”要
求，兖矿集团组建资产证券
化、亏损僵尸企业治理、蓝天
工程、大数据、资本运作、“三
化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建立
7个重点项目库，谋划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加强与
世界500强、中央企业、省管企
业、高等院校合资合作，在中
美两国元首见证下，与美国空
气产品公司签署35亿美元的
投资合作协议，建设煤制合成
气生产装置。与中车集团合作
生产复兴号动车型材，首批25
列型材已交付使用，今年预计
160列动车型材、100列城市轨
道交通型材交付使用；与航空
三院合作生产军工产品，推动
轻合金公司由亏损企业成为
动能转换、逆势突围的示范企
业。引进以岳光溪院士为首的
锅炉超低排放研发团队，成立
以李静海院士、张锁江院士、
李洪钟院士为首的科学技术
委员会，推动一批新旧动能转
换项目落地实施。24项科技成
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2017年，兖矿集团三大核
心基地形成新格局，竞争优势
更加凸显。本部基地“蓝天工

程”示范推广，探索出一条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新路径，骨
干矿井效益支撑作用充分发
挥。陕蒙基地建成四对千万吨
矿井集群和三个高端精细化
工园区，具备年产煤炭5000万
吨生产能力，实现千人千万吨
矿井目标，其中金鸡滩煤矿人
工效率2万吨/人，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荣信化工、榆林甲醇
厂二期项目扎实推进，初步形
成“园区化、高端化、智能化”
产业集群。澳洲基地采用股权
融资、资本运作方式，全球融
资24 . 5亿美元，完成联合煤炭
公司股权并购，成为全球煤炭
行业近5年来最大的兼并重组
案，被评为2017年度最具前瞻
性跨境并购交易。兖煤澳洲年
生产能力由4400万吨提高到
8000万吨，资产负债率由95%
降至54%，2017年实现利润
15 . 02亿元人民币，对兖煤澳
洲、兖州煤业、兖矿集团具有
里程碑意义。

这其中，人才是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的软性实力。济
二矿支付6万余元“收购”职工
技术创新成果35项，征集已完
成的小改小革项目100余项，
其在生产中的创效额度达
1000万元。鲍店矿来自不同单
位、工种的30名党员走到一
起，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效应
和“集群效应”，团结带领上千
名职工融入“双创”活动之中，
累计完成创新创效项目1200
余项，综合创效3 . 2亿元。

一粒粒创新的种子，成为
兖矿让旧动能焕发新活力的
金钥匙。而绿色发展协同人才
助力，让兖矿在新旧动能转换
中率先开启修复和提升传统
动能探索实践，实现“老树发
新枝”。

创新动能转换“3+3”
争创世界500强

2017年，兖矿集团完成煤
炭产量1 . 35亿吨，完成营业收
入195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138亿元，利润总额45 . 62亿
元，创5年来最好水平。2018
年，兖矿集团将聚焦动能转换
模式创新这条主线，加快三个
传统动能转型升级，推动三个
新兴动能加快崛起。

三个传统动能转型升级
包括，推动煤炭开采“安全高
效清洁”，抓好本部矿井生产

接续、压煤搬迁、环保治理“三
件大事”，深化“三减三提”，形
成本部基地的“利润源”。推动
煤炭转化“高端精细集群”，扎
实开展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
型升级专项行动，强化本部基
地优化调整、落后产能退出，
打造鲁南高端化工园区，发展
聚甲醛、燃料乙醇等高附加值
产品；加快陕蒙优势化工企业
发展，有序发展煤制油产业。
推动装备制造“高质先进智
能”，实施装备制造三年提升
工程，推动煤机装备制造脱胎
换骨，环保设备进军高端锅炉
配套市场；加快动车型材、轨
道交通产品研发和生产，开拓
石油钻杆市场。

在新动能培育方面，兖矿
集团将推动三个新兴动能迅
速崛起。首先包括人工智能

“创新开放融合”，加快建设智
慧型矿山、智慧型化工、智慧
型制造、智慧型金融、推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其次，促进数据信息“资
源集成共享”，加强与阿里巴
巴 战 略 合 作 ，深 化 大 数 据

“YK136”工程建设，构建以公
司战略为导向的“两横四纵”
格局。聚焦“北斗军民融合”

“矿山工业智能”两大产品体
系，打造天地一体的智慧化综
合服务商。第三，促进新型能
源“前瞻绿色再生”，密切跟踪
生物质能等循环经济领域新
能源、可再生能源，探索进入
环保、3D打印等产业领域。

兖矿集团总经理李伟介
绍，2018年，兖矿明确了跨越
式发展三大目标。一是进入世
界500强。“十三五”末，清洁煤
炭产品年经销量1 . 8亿吨以
上，高端油品及精细化工产品
产量1000万吨，现代服务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过
50%，年营业收入2500亿元，
利税总额200亿。二是实现资
产证券化，推动资源资产化、
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加
快构建“1+N”上市格局。力争

“十三五”末，金融产业资产规
模达到1500亿元，努力实现资
产证券化的目标。三是建设一
流企业。研究编制更长远、更
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在经营业
绩、规模当量、管理水平、自主
创新、资源配置、国际化建设、
风险管控、人才队伍、可持续
发展、品牌形象等十个方面走
在前列。

主打

2017年利税总额138亿元，兖矿集团焕发新活力

创创新新动动能能转转换换让让““老老树树发发新新芽芽””

在如火如荼的新旧动能
转换大潮中，兖矿集团作为
中国唯一一家拥有境内外四
地上市平台的煤炭企业，率
先开启修复和提升传统动能
探索实践，实现“老树发新
枝”。2017年，兖矿集团完成
煤炭产量1 . 35亿吨，完成营
业收入1950亿元，实现利税
总额138亿元，利润总额45 . 62
亿元，创5年来最好水平。

2018年，兖矿集团将聚
焦动能转换模式创新这条主
线，加快三个传统动能转型
升级，推动三个新兴动能加
快崛起，这是兖矿集团创新
动能转换“3+3”路径。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通讯员 吴玉华

兖矿集团洁净煤技术中试基地。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型煤生产是兖矿集团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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