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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亚男 首席记者
张炜玮）7月 23日下午，徐州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李淑侠一行到徐矿集团考察，
双方就深化政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进
行友好交流，共同推动企地合作向更深
层次、更宽领域、更高目标迈进。

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
高度评价徐州经开区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产业升
级、对外开放、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的
标杆示范作用，感谢徐州经开区长期以
来对徐矿转型发展的关心支持。

冯兴振说，徐州经开区新一任领导
班子对徐矿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
徐矿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离不开徐州经

开区党政一如既往的政策支持、产业扶
持和创新支撑。徐矿和徐州经开区在
协同发展、资源盘活、棚户区改造等方
面大有可为，希望双方同心协力做好融
合发展大文章，大力培育上市企业，共
建智能制造、高端物流和新兴材料产业
园区，打造民生幸福工程，开创深度融
合发展新局面。

冯兴振表示，徐矿将以开放胸怀、
诚信态度，拿出最优资源，集中最强力
量，主动融入好、服务好、发展好、贡献
好徐州经开区，推动形成企地共赢发展
的良好局面，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徐州
再作新贡献。

李淑侠对徐矿三年来取得的成绩

表示敬佩，她说，徐矿新一届领导班子
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职工，聚焦主
业、稳中求进，走出了一条资源枯竭型
企业转型重生新路，开启了百年徐矿稳
下来走出来向好起来强起来迈进的新
征程，成绩斐然、令人敬佩，展现出的徐
矿精神、徐矿情怀令人感动、深感振奋。

在简要介绍了徐州经开区发展情
况后，李淑侠表示，此次到访徐矿，我们
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和对徐矿的深厚
感情，全面学习、全面服务、全面对接徐
矿转型发展。徐矿与徐州经开区是“一
家人”，期盼双方在深化战略合作上再
发力，推动企地全方位无缝对接，拓展
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质效；在精准精细

谋划上再发力，立足双方资源禀赋和发
展优势，在前期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实
化细化合作内容，加快谋划推动一批重
点合作项目；在服务徐矿发展上再发
力，组建工作专班，建立长效机制，全面
服务、全程跟进，全力支持徐矿在徐州
经开区做大做强，共同打造企地融合发
展新标杆。

徐矿集团领导李正军、李大怀、陈
清华、钱亮星、陈宁、李维刚，安全总监
李剑锋，董事会秘书陈伟东，相关副总
师及部门负责人；徐州经开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臧晓鹏，管委会领
导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
动。

本报讯（记者 李素梅）“我的身份变了，岗
位也变了，工资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近日，
垞电公司职工吕继峰告诉记者，随着“集体”企
业的改革，他的岗位从原来的厂办“大集体”企
业——垞电公司电力实业总公司，转岗到垞电
公司人力资源部考核管理员岗位。

身份转变后的吕继峰表示，“享受到了厂
办大集体企业改革的红利，对企业的归属感更
强了”。在徐矿集团，吕继峰的经历并非个案。

6月28日，徐矿集团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宣
告，全集团55户、占江苏省78.6%的集体企业
已全部完成改革，1708名集体工得到妥善安
置。这标志着在徐矿存续40多年的集体企业
完美谢幕，为全省集体企业改革工作提供了典
型示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安置回城知识青
年、职工子女就业，徐矿集团兴办了一批厂办
大集体企业。然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
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曾被誉为“就业蓄水
池”的“大集体”，却因产权不清、机制不活、人
员富余、市场竞争力弱等原因，经营日益困难，
有的甚至陷入企业停产、职工待岗的困境。

去年3月23日，《徐矿集团集体企业改革
工作指导意见》发布，徐矿集体企业改革全面
启动。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表
示，由于历史原因，集体企业职工身份和福利
待遇上存在差异，这是改革的难点，也是职工
关注的焦点。因此改革中要坚持以人为本，让
集体企业改革有“温度”，最终让全体徐矿人都
能过上好日子。

徐矿集团集体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原则，徐矿对改革涉及的1708名职
工按具体情况分别安置：其中工作岗位重新安
置716人，内部退养794人，退休188人，职工
单方主动申请离职10人。1708名集体职工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

身份转换后的东方鲁尔公司职工徐金红
说：“原来觉得自己就是个外人，现在我也有了企业年金和医疗补充保
险。这次改革，让我深深感受到，徐矿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徐矿集体企业历史情况复杂，经营状况各异，如何才能实现消灭
“出血点”“亏损点”，达到提升资产运营质量的目的？

在深入开展“走访转”调研基础上，徐矿实施创效“造血”、创业“补
血”、扭亏“止血”、融资“活血”、防控“抑血”的“五血疗法”，经济运行质
量持续向好。同时，坚持“一企一策”办法，对55户集体企业分别实施公
司制改革、股权转让退出、吸收合并、自行清算、破产清算等改革措施。
目前55户集体企业全部清理完毕，每年可减亏增盈1500万元，实现了
企业“瘦身健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天山矿业公司立足企业实际，以“一地三室五团队”为依托，不断促进职工技能提升。图为该公司职工在实训基地
学习综掘机操作技术。 通讯员 曹建斌 摄

◎通讯员 孙笑笑

“目标催人奋进，使
命呼唤担当。‘五强’新徐
矿建设大会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将
以建设‘五好’郭家河煤
业公司为目标，凝心聚力
接续奋斗，为建设‘五强’
新徐矿贡献郭家河力
量。”谈起“五强”新徐矿
建设，郭家河煤业公司党
委书记钟国强语气坚定。

2020 年初，郭家河
煤业公司党委结合企业
实际，提出了建设“五好”
郭家河的工作目标。在
钟国强眼中，这个目标既
是“五强”新徐矿目标在
郭家河煤业公司的具体
化，又是“五满”理念落地
生根的生动体现。“作为
集团主力矿井，要把大会
精神变成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扛起使命担
当，争当‘五强’新徐矿建
设的排头兵。”

“‘五满’理念是指导
‘五好’郭家河建设的思
想基础。”钟国强说，我们
将以满怀对党的忠诚举

旗定向，努力建设“党建引领好”的郭家河；
以满满的正能量凝聚职工，努力建设“作风
形象好”的郭家河；以满眼都是资源的理念
经营企业，努力建设“企业发展好”的郭家
河；以满眼都是人才的理念选人用人育人，
努力建设“人才队伍好”的郭家河；以满腔的
家国情怀造福职工，努力建设“职工生活好”
的郭家河。

如何实现“五好”目标？钟国强对于接
下来的重点工作了然于心。“在‘五强’新徐
矿建设中体现郭家河担当，要把握总体要
求，聚焦重点工作，做好主动文章。接下来
我们要聚焦重点项目发力，积极推进矿井智
能化建设；按照80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组织
设备选型和采区设计，努力实现产能核增目
标；扎实做好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创建工作，学标准、立规矩、练队伍，推动企
业安全发展，提升企业形象。”

下转2版

◎本报记者 孔文

4月28日召开的“五强”新徐矿建
设大会，鼓舞着奋力奔跑的徐矿人，思
想更统一、激情更昂扬、干劲更高涨，
拉满弦、鼓好帆，牵引着“徐矿号”巨轮
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大海航行，巨轮需校准“航向”，更
需要持续澎湃的动力。实施核心主
业、物流贸易、服务外包、工程建设、

“高大新上”五大倍增计划，就是在打
造“高质量发展升级版”的强力引擎。

“徐矿号”在弘扬历史传承和把握
时代大势中锚定发展定位，确立了独
具特色的“五满”理念，实施了“一体两
翼”战略，推进六大能源基地布局，聚
焦主业、聚力转型，稳定了危局、破解

了困局、开启了新局，走出了一条资源
枯竭型企业转型之路。

如果说，三年前，徐矿这艘大船
“波中求稳”，稳住航向；稳中求进的
徐矿则紧扣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行
业前列的鲜明定位，进中有为走出一
条资源枯竭型企业转型重生的徐矿
之路。

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四
万徐矿人的共识愈发清晰，驶过激流
险滩的“徐矿号”需要换上一台动能更
大、推力更强、更为持久的“引擎”，推
动企业发展高质量、跑出加速度，实现
跨越发展。

如何正确理解这台“升级版引
擎”？

实施“核心主业倍增计划”，首先

是主业要强，主业强则企业强。煤、
电、化是徐矿集团的核心主业，也是
发展实体经济、实现产业报国的根本
所在，通过实施核心主业倍增计划，
我们将实现质量效益与规模速度有
机统一。实施“物流贸易倍增计划”，
强大的徐矿梦需要足够的体量来支
撑，我们通过实现“物流贸易倍增”，
实现产业体量与贸易体量的协调统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统
一。实施“服务外包倍增计划”，走出
一条输出技术、管理、品牌为主的发
展之路。实施“工程建设倍增计划”，
整合盘活资源，做强做大产业。实施

“高大上新”倍增计划，探索发展新
路，实现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衔
接统一。 下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朱纪平）7月
13日，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
县赛尔能源公司红山煤矿取得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自然资源厅
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并获得新疆
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徐矿集团新
疆赛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红山煤
矿3.00Mt/a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的批复”。

红山煤矿是国家发改委批复

的新疆和什托洛盖矿区总体规划
确定的新建矿井，被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列为2020年80个新开工重
点项目和塔城地区重点建设项目，
也是徐矿集团“六大能源基地”布
局北疆基地的重点项目。

红山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300 万吨/年，可采储量 4.494 亿
吨。根据矿井剩余工程，建设周期
还需34个月。

深度融合发展 实现企地共赢

徐州经开区党政代表团到徐矿考察
冯兴振 李淑侠 臧晓鹏参加

“五强”新徐矿建设大会精神系列解读之四

打造高质量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赛尔能源公司红山煤矿
取得采矿许可证

编审：陈新锋 责任编辑：李素梅 美术编辑：刘洋

本报讯（通讯员 曹建斌）7月
15日下午，在天山矿业公司二号
会议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监
局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验收组
宣布：天山矿业公司安全文化建
设示范企业验收检查综合得分为
290分，通过验收，并申报国家级
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近年来，天山矿业公司瞄准
建成新疆最大、环境最美、最安
全、效益最高、形象最好的“五
最”矿井目标，坚持“高起点谋
划、高规格构建、高标准管理”，
全力推进企业安全发展高质
量。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一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连续三年
被阿克苏地区评为经济发展突

出贡献单位。2019年以来，在全
国“靶向”监察、新疆安全“体
检”、安全专项执法检查中成绩
排在新疆前列，成为新疆煤炭行
业的标杆。其中“331”安全管理
机制得到了国家煤监局领导高
度认可；“靶向”监察得到了新疆
煤监局领导充分肯定。

此次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验收由新疆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
书记、局长程国珍带队，阿克苏地
区、库车市有关领导全程参与。
验收检查组充分肯定了天山矿业
公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对该公
司积极践行国企责任，服务地方
能源保障等方面所作的贡献，给
予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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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矿业公司
通过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验收

党旗高擎扬新帆
——记徐矿集团先进党委、张双楼矿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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