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转型升级
汇集发展新动能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 近年
来，中煤矿建加大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步伐， 在巩固矿建核心业
务的同时，大力承揽市政、房建、
路桥施工项目， 积极开展 PPP、
EPC 等业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
聚焦矿建全产业链发展， 坚定做
强核心主业，持续做大土建板块，
中标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
升。 矿建业务核心主业营收占比
稳步增长， 有效筑牢了集团的发
展基础； 非煤业务连续五年突破
“百亿”门槛，呈现出不断上升趋
势，有效保障了集团的发展规模。

市场布局更加全面。 中煤矿
建主动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战
略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形成地域全面的市场开发格
局。 一方面，加快构建上下联动、
点面结合的国内市场开发新格
局。 加大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
点市场的深度开发 ，设立 “长三
角 ”、长沙 、河南 、深圳直属区域
经营机构，子（分）公司自行设置
区域经营机构近 40 个。 另一方

面，中煤矿建依托矿建核心技术
优势，不断加快 “走出去 ”步伐 ，
先后在塞尔维亚、柬埔寨、老挝、
印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赞
比亚和泰国，承揽了各类矿山的
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管理业务。
2021 年，又先后在尼泊尔和孟加
拉国中标了公路等工程，国际知
名度不断提升，海外市场占比份
额不断扩大 ， 海外营收逐年攀
高，深耕海外市场硕果累累。

发展战略更加突出高质量。
中煤矿建在 “十四五 ”发展规划
中，明确了“同心多元”增长型发
展战略和 “一体两翼 ”的发展格
局 ，以建筑业为中心 ，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为根本， 以科学管理为抓手，转
变发展方式， 拓宽发展路径，增
强发展动力， 提高发展质量，加
快发展速度，努力把集团建设成
发展前景好 、发展能力强 、发展
质量高、引领矿山建设的现代建
筑企业，争做工程建筑领域优秀
综合服务商。

聚焦科技创新 点燃发展新引擎
近年来， 中煤矿建持续加大技

术创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点燃了
发展的新引擎。

创新平台发挥大作用。 通过不
断努力， 中煤矿建拥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安徽省特殊凿井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多层次创新平台以
及两家全国高新技术企业。 为满足
新型立井施工装备工业性试验和操
作人员培训要求，集团筹建了“深立
井高效破岩与排渣试验研究平台”，
夯实了集团立井施工的创新基础。

传统工艺改造大升级。 中煤矿
建围绕超深矿井建设关键技术 、提
高硬岩巷道机械化施工水平、 机电
安装技术、基于 BIM 技术的项目精
细化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一
系列科研成果， 切实解决现场施工
关键技术难题， 显著提升企业的竞
争力和经济效益。 期间，集团携手中
国矿大， 围绕超深矿井建设关键技
术开展相关研究， 研发适应超深矿
井安全快速施工的全液压伞钻 、全
液压立井装岩机等新型装备， 研制
深井微隙含水岩层新型纳米和低粘
度超细注浆材料， 形成深井含水岩
层精细探测与注浆关键技术， 构建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超深矿井

建设核心技术体系， 保持集团在超
深立井建设方面的技术优势。

新兴产业布局有方向。 根据安
徽省“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中煤矿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
业 ”方向 ，积极开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能源 、矿业开采领域的成
套技术装备产品 。 其中，依托煤矿
深井建设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平台
优势，联合相关单位和高校，共同进
行 “800 米以深富水岩层竖井高效
智能化钻井装备及关键技术”研究。
该项目被列为安徽省科技厅重点研
发项目和省国资委科技创新示范项
目。

工业互联网建设有成效。 中煤
矿建依托陕西榆林可可盖煤矿主斜
井 TBM 掘进工程，积极构建中心智
慧中枢， 集中部署、 引导各功能界
面， 通过运用 BIM 技术， 物联网通
讯、视频监控+AI 智慧识别、资源管
理、 环境监测和设备关联以及大数
据分析等技术， 实现施工现场关键
要素的实时、 全面、 重点监督和管
理， 在保障安全管控和环保要求的
基础上有效提高了施工进度、 质量
和工作效率。 该工程 2021 年实现月
进尺 812.6 米，刷新 TBM 施工斜井
全国单月进尺最高记录。

聚焦绿色低碳 突出发展高质量
我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
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煤矿建作为国
有企业，必须勇担重任，发挥“柱石”
作用，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彰显责任担
当。

绿色低碳宣传更加到位。 中煤
矿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牢
牢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
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聚力企业绿
色变革，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做出新贡献 ，促进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贡献
矿建力量。 近年来 ，集团紧紧围绕
“节能降碳， 绿色发展 ” 活动周和
“低碳生活 、绿建未来”全国低碳活
动日主题， 开展环保宣传工作 ，在
集团范围内积极营造节能低碳绿
色发展的浓厚氛围。集团及各单位
常态化开展日常节水、节电 、节材 、
节能 ，合理降低能源消耗 ，引导职
工自觉参与节能降碳 ，有力地推动

了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
一。

绿色发展体制更加健全。 建立
健全制度体系， 以安全质量标准化
建设和绿色施工为抓手， 建立健全
企业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修订完
善 《安全生产信用评价考核办法》，
进一步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考核权
重， 考核成绩直接与二级单位班子
成员的年终收入挂钩。 坚持绿色环
保。 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
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 、产
品和服务， 积极发展绿色装配式建
筑，下属中煤远大公司被评为“国家
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加大绿色
环保施工装备和材料采购力度 ，
2021 年采购装配式建筑构件、 绿色
装饰建材、 环保设备 9600 余万元。
加大装备投入， 大力推广使用岩巷
全液压智能钻装锚一体机、 湿式喷
浆机、连采机等配套设备，所有的岩
巷掘进项目已全部投入使用除尘风
机。 土建、市政、地铁、隧道、安装项
目在废水排放、 废渣排放、 粉尘防
治、噪声污染、节能减排方面均采取
了有效的控制措施， 进一步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

聚焦国企改革
释放发展新活力

近年来，特别是 2021 年以来，中煤
矿建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积极谋划
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取得显著成
效。

按照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要求，完善治理结构。 中煤矿建按照上
级要求 ，修订完善党委会 、董事会 、总
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修订 “三重一
大 ” 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和事项清单 ，
制定了集团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决策
事项管理办法 ， 进一步加强法律审
核 ， 规范决策程序 ， 形成了合法 、民
主 、科学 、规范 、有效制衡的决策 体

系 。 积极推进子企业外部董事建设 ，
制定印发了加强子企业董事会建设
的意见 ，实现二级子企业董事会应建
尽建 ，同时积极拓宽外部董事来源渠
道，推进落实子企业外部董事占多数。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筑牢强企之
本。 扎实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中煤矿建
深化校企合作，与高等院校签订“订单
班”合作协议，储备技能型人才，推进自
有核心队伍的建设工作，探索新的用工
模式。 建立健全统一的职务岗位体系，
设置管理职务、专业技术职务、技能岗
位的名称、职级和层次。 加大优秀年轻
干部的培养选拔，中层管理队伍的年龄
结构持续优化。 制定《关于推进中层管
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实施细则》， 进一步
构建上下畅通的干部管理机制。 结合新
设置的员工岗位序列设置，修订薪酬管
理办法，加大绩效薪酬比例，建立职工
收入与企业发展、部门及个人绩效相挂

钩的分配机制。
积极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契约

化管理。 印发《关于推行子分公司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的通
知》， 推行年度考核和三年任期考核相
结合的业绩考核办法，与子分公司主要
负责人签订了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协
议，进一步调动领导人员的积极性和能
动性，传导压力，不断创新企业管理体
制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推动集团高质
量发展。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 积极推进股权改革，依法依规完成
了符合条件的子企业股权转让、增资扩
股等工作。 积极探索子公司混改试点工
作，制定了混改总体框架方案，初步完
成了混改实施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通过股权改革和混改试点等措施，推动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积极探索新型合
作，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聚焦党建引领
凝聚发展磅礴力量

近年来，中煤矿建在党委“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领导作用的示范引领
下，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持续推动党
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毫不动摇加强党的领导。 中煤矿建
集团积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
治理统一起来，将党的领导纳入集团章
程，修订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
议事规则， 完善党委前置研究事项清
单，建立授权事项清单，进一步明确各
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实现党的领导有机
融入公司治理，切实保证党委发挥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切实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 中煤
矿建党委坚持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
统一领导，把党建工作纳入整体工作部
署和总体规划，认真研究部署党建工作

任务。 注重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
建设的长效机制，结合企业基层党建工
作实际，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推进基层
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的通知》《关于推进
基层党支部建设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的指导意见》《党支部建设提升行动方
案》等一系列制度办法，进一步完善标
准，明确规范，提高了党建工作规范化
水平。 制订印发《中煤矿建集团党的建
设责任清单》， 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主体
责任、书记的第一责任、专职副书记的
直接责任、 党员领导干部的 “一岗双
责”。 做好两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考核，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对
二级单位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党建百
分制考核， 延伸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形
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
作局面。

积极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 制定了《关于推进基层党
支部建设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指导
意见》，从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等 5 个方面明确了机关支部
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工作方式；从关
心关爱人才、安全生产监察、促进生产
经营等 8 个方面明确了项目部(车间）支
部的工作重点。 结合创先争优活动，积

极推进基层党建品牌创建，开展党建工
作“领航”计划，建立了两级党委”领航”
计划培育库和示范库，60 多个基层党组
织入选集团党委党建品牌库，1 个基层
党组织入选省国资委党委党建品牌库，
切实丰富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的载体平台。

中煤矿建集团：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中煤矿建集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之以恒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

建引领，扎实全面推进国企三年改革行动，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坚
持创新驱动，聚力企业绿色变革，助力产业低炭发展，实施“同心多元”和“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高质
量发展必由之路，已经连续十六年在国内同行业排名第一。

202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Ⅰ8 两会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