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浪 胡延薇

“马路宽了、路灯亮了，耕地肥了、
产业多了，村容村貌变了、文化活动多
了……”

7 月 18 日一大早，山西大同天镇县南
河堡乡上畔庄村新建的文化广场前，五六
位大姐围坐一起，一边手上飞快地编织着
毛线袜子，一边喜笑颜开拉家常，聊着村
里一天一个样的新变化。

■■活造血功能 推强心文化

天镇县是同煤集团的结对帮扶县，上
畔庄村是同煤集团晋华宫矿的结对帮扶
村。 大姐们手里编制的毛线袜子则是晋华
宫矿结合矿工劳保需求，委托上畔庄村贫
困户加工的劳保用品。

同煤集团晋华宫矿驻上畔庄村第一
书记兼工作队长杨忠旺边带笔者进村了
解扶贫情况边介绍说， 晋华宫矿 2015 年
与上畔庄村结为定点包保扶贫对子，结对
帮扶以来，矿上因地制宜，免费提供原材
料， 委托村里的贫困户加工编织毛线袜

子、生产矿用炮土泥和矿用金属网，为贫
困户增加固定收益。

今年晋华宫矿驻村队还新建了有机
农场，把产业扶贫项目任务目标化、清单
化，与贫困户签订有机种植协议，订单种
植有机玉米、有机谷子、有机黍子等农产
品， 形成适销对路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为
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渠道。

■■帮扶情谊厚 见面胜亲人

“磊子！ 过来坐会、歇会，我家房顶
修好了，那天下雨可多亏了你。 ”一位村
民热情地招呼着驻村队员张磊。 看得
出，驻村队已经和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

杨忠旺说：“这里谁家房顶漏雨了、
东西坏了，搭把手修一修；交通不便替
他们跑个腿、送个东西，都是太普通的
小事……”

沿路走访，村民们时不时地向驻村队
员挥手致意、交谈互动。

“感谢同煤集团帮我们提高了收入，
让我们脱了贫。 今年还给我们盖了新澡
堂，让我们这些没进过澡堂的农民有了新
体验！ ”一位大爷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同煤集团专项扶贫资金不仅用于
贫困户生活上的帮扶， 还用于村里文

化建设。
在上畔庄村，晋华宫矿驻村工作队组

织修缮了村委会办公室，建起了文化活动
中心、图书阅览室、公共厕所及澡堂等。 还
不定期组织矿文工团下乡送文化。 在驻村
队的带动下，村里还成立了自己的文艺演
出队伍，经常用喜庆的节目展示着美好新
生活。

■■养殖勤为本 营销网上红

距离上畔庄村约 2.3 千米的下夭村是
同煤集团四台矿的定点帮扶村。

下夭村养驴产业扶贫基地是四台矿
今年追加扶贫专项资金建起的养驴产业
扶贫项目，村民称它为“聚宝盆”。

“这里是布草间，那边是驴舍、喂料
槽。 我们分类设置了母驴舍、公驴舍、幼崽
舍，让弱小的驴驹也能得到悉心照顾。 ”孟
利成是四台矿驻下夭村第一书记兼工作
队长，对于这个“聚宝盆”，孟利成烂熟于
心。 “今年我们为村里新建了驴棚，购买了
23 头小驴和养驴需用的草料等，后续我们
还将追购 27 头小驴， 并将聘请专业兽医
定期指导村民科学饲养。 ”

四台矿还帮扶下夭村种植、 加工、
销售小杂粮，探索出了兜底分红、加工
分红等贫困户增收模式， 同时为下夭

村购置拖拉机、旋耕机等农机，既减轻
了贫困户的劳动量， 又提高了农作物
产量。

平日里，孟利成带领驻村队组织村民
向专家学习大田玉米种植、病虫害管理等
农业技术，发放种养殖方面的书籍，提高
科学种植水平。

四台矿每年与帮扶村签订有机特色
杂粮种植收购合同。仅去年就收购在村 12
户种植户的小杂粮 1.1 万斤， 销售额达 5
万余元，为村集体增收近 2 万余元，带动
贫困户人均增收 800 元以上。

村里的杨老汉种植绿豆。 今年，由于
疫情影响绿豆卖不出去。 孟利成得知后，
帮助杨老汉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绿豆。

看着自己种植的绿豆终于换成了可
以养家、供儿子上学的资金，杨老汉高兴
地说：“我们的穷日子，到头啦！ ”

据了解， 同煤集团结合企地实际，按
照“一村一品一主体”原则，因地制宜地
选择产业帮扶项目， 为帮扶村发展实体
产业，确保贫困农民稳定增收。 同煤集团
19 家帮扶责任单位的 107 名驻村工作队
员按照“五天四夜”工作要求，与帮扶贫
困户同吃同住，帮助其拔穷根、摘穷帽。

到目前， 同煤集团包保帮扶的山西
省、市、县三级共 30 个村、5505 户、13489
人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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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妍

关注

同煤集团：攻坚断穷根 僻壤焕新颜

近日， 潞安化工集团召开干部大会，
引发外界对其重组整合的种种猜想。 记
者多方获悉， 该集团是山西煤炭企业化
工板块的整合重组平台，目前来看，至少
将并入潞安、晋煤、阳煤三大集团的化工
业务。

上述动作， 是继组建省级燃气集团、
民爆集团，及合并山煤集团与焦煤集团之
后，山西煤企改革的又一重头戏。 根据山
西省属国企三年转型目标，到 2020 年，省
属国企煤炭产业增加值占比要降至 50%
以下，实现煤与非煤产业的历史性“结构
反转”。 随着专业化重组步伐加速，“一煤
独大”格局能否破解？

有望成为年收入过亿化工巨头

“现代煤化工产业全力推动潞安 180
全面达标和应用示范，重点推进中海油大
同煤制气等项目，走‘高端化、市场化、差
异化、环境友好型’的发展路子”———在山
西省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现代煤化
工被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列入年度
重点工作。 以专业化重组为抓手组建化工
平台，既符合上述方向，也是煤企转型的
关键一步。

对于潞安集团而言，现代煤化工板块
分量很重。 2018 年 2 月，山西潞安化工有
限公司已挂牌成立。 集团原董事长李晋平
在揭牌仪式上表示，将采用“技术输出、合
作改造、产品包销、集中加工”的基本合作
模式， 分步改造提升省内煤化工项目，培
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现代化工专业
集团。

同年 9 月，时任集团副总经理刘俊义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潞安经营重
点由煤向非煤转变， 以现代化工作为主
业，煤炭、光伏及生物健康为辅，形成“一
主三辅”的业务布局。 根据山西省国资委
统一部署，现代化工还将作为国企国资改
革的板块之一，由潞安集团牵头推进重组
工作。 彼时，化工板块整合已有谋划。

另外两家的化工业务也各有特色。 根
据官方信息， 阳煤集团旗下有 25 家化工
企业、156 套生产装置，产品涵盖 80 余类，
产能 1600 万吨。 化工业务现为该集团最
大的非煤主导产业，分布于山西、山东、河
北等多地。 截至目前，晋煤集团已连续 13
年蝉联全国最大煤化工企业。 2004-2019
年， 其煤化工产品由少数几种发展到 70
余种，销售收入由 9 亿元增至 614 亿元。

综合经营现况，有分析认为，新组建
的化工集团年收入有望超过千亿元，成为
名副其实的“化工巨头”。

不止是体量扩大，重组难在“善后”

组建行动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在于
煤企自身的转型升级，背后进一步涉及山
西国资国企改革事宜。 此前，山西燃气集
团、山西省民爆集团先后成立。 山煤集团
与焦煤集团于 4 月宣布合并，成为又一重
点专业化重组项目。

一位熟悉情况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证
实， 山西煤企高度依赖煤炭市场行情，煤
炭利润“一俊遮百丑”，且存在产品重叠、
同质竞争等问题。 “2018 年便提出由不同
煤企牵头，组建燃气、化工、民爆及煤机装

备集团的思路，希望通过专业化重组实现
板块化经营。 只不过，实际进度已经慢了，
化工、 煤机板块重组原计划去年 10 月底
前、11 月底前就要分别全面完成。 ”

在中央财经大学煤炭上市公司研究
中心主任邢雷看来，专业化重组可发挥各
自所长，避免同质化竞争，但因波及领域
广、范围大，参与企业数量多，实施难度随
之加大。 “相比直接合并，山西的操作更为
复杂，利益盘根错节。 ”

以化工板块为例，邢雷表示，几大集
团原有化工业务分布并不算集中， 未来
开展项目时，用谁家的煤、煤价怎么定、
如何结算等均是现实问题。 “过去煤与化
工业务同在一家集团， 以较低价格把原
料卖给自家化工企业， 属于企业内部管
理。 划分之后，煤与化工分属不同公司，
用煤关系发生变化，原料、物流等优势还
在不在？ 管理成本会不会上升？ 能否做到
与主业完全剥离？ 组建之后，尚有很多具
体工作。 ”

邢雷还称，由于债务负担重、历史包
袱沉，整合不仅是体量扩大，难题在于如
何善后。 “若直接合并，原公司遗留问题自
然会给新公司。 不同板块划拨重组，带走
多少债务、承担多少负担？ 诸如现有人员
如何分流、 退休职工到底归谁等种种细
节，均要妥善处理。 ”

真正破解“大而不专”“全而不精”

根据三年前立下的“军令状”，到 2020
年，省属国企煤炭产业增加值占比要降至
50%以下， 力争实现煤与非煤产业的历史

性“结构反转”。 专业化重组的路径能否破
解“大而不专”“全而不精”的局限？

邢雷认为，山西七大煤炭集团均涉及
大量非煤业务，看似种类较多、名目复杂，
实则造成辅业关联度不高，主业利润被大
大削弱。 非但没能发挥规模优势，反而拖
累整体盈利能力。 “专业化重组不失为一
条可行的路径， 但究竟产生多大效果，目
前仍有待观察。 ”

中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牛克洪
认为，重组之后的新平台，将由规模扩张
型转为专业化的高质量发展型，倒逼老牌
煤企打破惯性思维。 “过去思路相对局限，
集团各产业都是‘自己的孩子’，这个不能
动、那个也不能动，发展更像在‘修修补
补’，缺乏真正创新的思路举措。 如今，产
业结构发生变化， 企业不思考也得思考。
既要瞄准新的方向，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也要变革管理模式，展开组织结构、经
营业态、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更新。 ”

牛克洪提醒，重组整合需研判潜在风
险，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 “不是为
了整合而整合。 产业选择要立足市场导
向， 凡是不符合转型发展方向的项目坚
决不能投，还要有比较理想的回报，风险
可控。 ”

上述业内人士也称，重组整合不是简
单的规模相加、业务合并，还需将行政手
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 由企业根据自身特
长、发展需要等展开经营。 同时，重组将打
破原有“平衡”格局，其中难免存在阻力，
光靠市场化方式不足以解决。 对此，再造
合理科学的管理机制、经济有效的治理体
系同样重要。

新疆试点矿产资源
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

本报讯 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获悉， 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选定在吐鲁番市、阿勒泰地区开展矿
产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试点， 期限
为 2020-2022 年。

据介绍，吐鲁番市、阿勒泰地区矿产
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开展矿产资源资产
所有权委托代理试点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典型性。 今年，两地将围绕清单、委托
代理两方面， 研究制定委托代理试点方
案、划定资产资源清单，开展相关调研，
积极推进矿产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
试点各项任务。

该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自治区将坚
持因地制宜、大胆探索的原则，在试点
地区形成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
托代理机制的“新疆思路”，为深化全区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有益
经验。 （何伟）

山东发文规范
采煤塌陷地治理验收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能源局等 8 部
门联合印发 《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
理验收移交暂行办法（修订）》（以下简称
《办法》），对山东省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
验收移交作出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办
法》自 2020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2 年 8 月 9 日。

《办法》规定，采煤塌陷损毁的土地，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煤矿企
业（即土地复垦义务人）负责复垦。 历史
遗留采煤塌陷地，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责组织复垦。 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验
收移交实行政府主导、谁主管、谁立项、
谁验收的原则。

《办法》规定，海域、湖区、库区、河道
内的采煤塌陷地不涉及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的一般不再回填治理。 采煤塌陷地
形成的永久水面， 涉及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的，要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由土
地复垦义务人向原土地权利人支付一次
性绝产补偿后， 相关水域移交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 （张思凯）

湖南今年退出
煤炭产能 183万吨

本报讯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日前发
布公告称，2020 年湖南拟关闭 26 处煤
矿，合计产能 183 万吨/年。

根据公告， 纳入关闭的煤矿其所在
地有娄底市、株洲市、彬州市以及张家
界市，绝大部分属于低瓦斯煤矿，最迟
关闭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其中长沙市
浏阳市澄潭江煤矿有限公司和金凯矿
业有限公司、郴州市桂阳县顺安达煤业
有限公司旺家煤矿、娄底大建矿业有限
公司红新井等 4 处煤矿已于 2019 年进
行了关闭退出公示，纳入 2020 年度关闭
退出名单。

据悉，湖南现有煤矿 149 处。 后期
将按照现有产能保留一批、 升级改造
提升一批、 限期关闭退出一批分类处
置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促进煤炭行
业安全发展。至 2021 年底，力争将全省
保留煤矿总数控制在 100 处以内 ，30
万吨/年以下数量在 2018 年基础上减
少 57%以上。 （安能）

中国神华与天津港
对天津煤码头减资

本报讯 中国神华公司 7 月 23 日发
布公告称， 中国神华与天津港已协商同
意对天津煤码头同比例减资。 将天津煤
码头注册资本减至现有实缴注册资本数
152,498.85 万元，双方尚未缴纳的认缴出
资共计 113,853.90 万元不再缴纳 （本次
变更注册资本）。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后， 公司仍持有
天津煤码头 55%股权， 出资金额变更为
83,874.5 万元。

天津煤码头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8
日，由天津港与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公司
持股 55%，天津港持股 45%。

2014 年，公司与天津港签订《神华
天津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
议》，同意对天津煤码头进行增资，用于
投资建设天津港南疆港区神华煤炭码
头二期工程项目。 （李宁）

云南曲靖 130万吨
煤化工项目签约

本报讯 近日，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人民政府与徐州市龙山制焦有限公司、
曲靖市盛凯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举行签约
仪式， 就盛凯焦化 130 万吨焦化转型升
级建设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据介绍， 盛凯焦化 130 万吨焦化转
型升级建设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分两期
实施，建设周期为二年。 项目投产后，可
新增就业岗位 1200 多个， 实现产值 50
亿元，预计可缴纳税金 2.49 亿元。（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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