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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新燕

岁末年初，北重集团三大核心业务———

装备、特种钢、矿用车提交了一份最新出炉的

“年终成绩单”，业绩数据“亮眼”，一年的“大

考”成绩不错。

“强军”战歌的背后
回望 2020 年，北重集团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大考”下，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闯新局，三大核心业

务中的“压舱石”、“领头雁”———装备制造，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

不住”的责任感，走出了一条先抑后扬的“微

笑曲线”，在公司高质量发展画卷上留下了精

彩的一笔。

这一年，装备产出亮点迭出、精彩纷呈、

硕果累累：装备交付实现装备主机、车载产

品、装备备件“三个百分百”完成，创造了装备

生产新纪录。满载着首批车载产品的列车从

铁轨上缓缓驶过，承载着兵工人报国强军的

重托，踏上了新征程！

不平凡的成绩背后，是不平凡的努力。北

重人在任何困难面前不退缩、不放弃、不止

步，挑战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亲历这一神圣时刻的人们不禁要问，装

备生产新纪录的奥秘何在？归结到一点，就在

于北重集团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

围绕集团公司“履行好强军首责，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工作主线，以“六个不变”为抓手，拿

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排出任务书、时间表、路

线图，以钉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

强军首责已浸透在每一个北重人的“骨

子里”。

“智”取市场的背后
在把特种钢、矿用车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兵器工业“小巨人”和“单项冠军”难得机

遇下，北重集团出台一系列真招、实招、新招，

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特钢事业部开展“增品牌、提品质、创品

牌”专项工作，巩固 P92 产品国内市场主导地

位，以替代进口为目标，打通进入印度重工及

海外电力投资集团的营销渠道。

特钢事业部开展提高纯净钢、模具钢冶炼

技术、无缝钢管组织性能改善等技术攻关，三

大支柱产品材料利用率均有改善和提高。依托

3.6万吨垂直挤压机、1800吨精锻机设备优势，

推进新产品研发，加快培育新动能。充分借助

央企国际市场运作平台和海外工程，进一步扩

大 P92、P91四大管道国际市场份额。

北方股份树立全球视野，矿用车 2020 年

在澳洲、欧洲等高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从

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方面系统构建海外市

场运营体系，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运营能力。

一大批“订制式”TR100A、NTE200AT、NTE240AT
无人驾驶矿车进入矿山试验，实现了在包钢、

海螺、华能集团伊敏河矿业等矿山的小批量

运行，同时积极推动矿用车无人驾驶行业标

准制定，主导的三项团体标准已正式公布实

施，持续领跑矿车行业。

矿车产品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需要进

一步加强信息技术和产品研制的深度融合，为

产品插上信息技术、集成技术的双翅膀。北方

股份牢牢把握领先技术的着力点，抢占矿车科

技创新制高点，重点在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智

慧矿山“三智”领域发力，新产品贡献率 64%，

远超目标值 40%；研发投入比率 4.44%，申报专

利 15项，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两大民品板块为何被频频提及？市场魅

力有多大？这组数据或能说明：

2020 年 1 至 12 月特种钢订单承揽、销售

收入、回款等均实现大幅突破，订单承揽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6.5%，销售收入增长

54.9%，销售回款同比增长 42%。P92等高附加

值无缝钢管占比超过 80%，较 2019 年提升

40%，无缝钢管类产品较 2019年增长了 1.4 万

元/吨，DH350\8418 等高端模具钢订单签订

1612万元，占比较 2019 年提升 3%，主产品电

渣H13模具钢平均较 2019年增长 500元/吨。

北方股份从矿车的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

入手，将后期的服务和备件供应前置到销售

环节，引导用户在整车采购洽谈的同时将后

期的服务保障纳入其中，从而实现矿车在

15-20 年的全生命周期中，以运行成本最低

的优势和有保障的出勤率赢得竞争优势。

2020 年 1 至 12 月矿用车营业收入、净利

润逆势增长，首次进入了澳大利亚和塞尔维

亚两个市场，国际高端市场实现零的突破，首

次实现塞尔维亚项目 15 年矿车运维的总承

包，国内市场连续中标，占有率持续保持 80%
以上，线上备件全部中标。

质量立企的背后
高质量发展，靠什么劈波斩浪、勇往无

前？科技创新、结构升级、深化改革……还有

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质量。稳中求进不

是一味求稳、不敢作为，而是乘风破浪，把打

造“高质量产品”作为一种习惯。

质量，对不少企业来说是及格线，但对装

备来说，它是生死线，仅仅满足达标还远远不

够。因此，完成生产不是装备制造理念的最终

和唯一目的，产品质量却是公司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终极目标。

2020年以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

关于装备质量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质量立

企，质量第一”，以聚焦重点装备建设任务和部

队备战打仗为工作核心，以推进装备质量综合

整治及提升工程为抓手，全面加强质量监管，

全面提升质量，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产品质

量不断改善，品牌形象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不

断提升，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取得新成效。

公司贯彻新理念，聚焦“硬任务”，不仅探

索出了新的质量管理模式，更为打造精品装

备、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信心，注入了全新

动力。

聚焦突出问题，装备质量综合整治及提

升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公司装备质量综合整

治及提升工程确定的 10 个方面 116 项具体

措施已全部完成，完成率达 100%。

在这份提振士气的“年终成绩单”里，提供

了“北重为什么能”的一份答案。怎样总结过

去，就意味着如何选择未来。这份“年终成绩

单”，必将凝聚起北重面向未来的更多底气。

■ 马鹏武 李娜 弋永杰

煤炭企业因事故多发，而被一些人“谈煤

色变”。煤炭企业能够华丽转身成为“高新技

术企业”，成为引领发展的标杆吗？ 最近，山

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顺利通过陕西省 202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评定，标志着该公司

由此正式迈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这些

是如何做到的？

科技人员占53.8%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核心人才是核心生

产力。创优了环境，还必须注重加强对相关人

才的引、选、培、用。”该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唐忠义介绍。他们组建了机电、技术 2 个人

才库，选拔 80 余名优秀人才，以发放津贴和

优先评优、晋级等方式，鼓励有“真功夫”的人

站出来，率先垂范、坚持创新，深入现场解决

各类难题。

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坚持理论与

实践并重，全面提升青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

能力。他们组织青工与班子成员、区队班子签

订“师带徒”协议，进行多维度“传、帮、带”。同

时，他们还结合实际，制定了《青年成长“积分

制”管理办法》，建立了“青工个人成长档案”，

以“业绩作风”为主，“学习培训、业务技能、创

新创效、志愿服务、文化活动”为辅，从 6 个维

度、13 个类别、37 小项，对青工进行全方位的

量化评价考核和“精准画像”。

该公司青工刘彦强、程帅、李麟波 3 人因

能力业绩突出，被该公司聘任为队长助理，与

区队长一道，共同参与区队的管理工作。目

前，该公司有大专以上科技人员 775 人，占总

职工人数的 53.8%。

产学研用结合 成果频出
2020 年 12 月 3 日，由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中国煤炭学会组织开展的 2020 年度“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公示

了获奖项目名单，亭南煤业公司与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等科研院所联

合攻关的“高阻矿井易自燃特厚煤层综放开

采通风防灭火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被评为二

等奖。这只是该公司与合作伙伴进行创新合

作的一个缩影。

亭南煤业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积极构

建企业创新链、优化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先后

与中国矿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

学、中煤科工集团等高等院校和专业机构签

订合作协议，开展创新专利申请、成果鉴定、

项目申报、科技培训等合作互动。并聘任 13
名外部专家，不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提升自身

防灾治灾水平，针对人员定位、精准探测、水

仓清淤、辅助运输等难点提出解决方案。

近年来，该公司先后与国内 20 余家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60 多名知名灾害防治专家

建立合作交流机制，开展了 100 余项课题研

究。在原有瓦斯、防治水、开采 3 个集团公司

创新平台的基础上，他们投资 52 万元，完成

冲击地压防治研究平台建设规划及附属实验

室建设，创建升级为集团公司创新平台。同

时，他们将瓦斯综合治理及利用研究所升级

为咸阳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井下生产现

场、机房硐室、加工车间等区域建立实践教育

培训基地，定期开展现场业务培训和技能竞

赛活动。

为催生创新灵感，绽放智慧火花，他们每

周组织一次“技术沙龙”，每月一次专题会议，

进行“集智攻关”。并依托公司“智慧党建·数

字亭煤”综合管理平台，建立起科技文献资源

数据库，面向企业内部技术人员开放共享，促

进企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2020 年以来，该公司先后申报发明专利

2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7 项，获得授权 82 项；

发表科研论文 32 篇；完成 5 项科研项目鉴

定。《国有煤炭企业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构建

与实施》《高瓦斯矿井“五级六步”安全隐患闭

环管理体系》分别荣获“2020 年煤炭企业管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二等奖。

科研资金营收占比3%
坚持科技兴企，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投

入。“我们制定了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采

取‘控制底限，不设上限’的模式，坚持每年

投入科研资金营收占比满足 3%，为创新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2020
年 12 月 20 日，该公司财务总监于克典介绍

说。 咱下转 P2暂

绿色低碳改造
哪些行业是重点？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绿色低碳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列为 2021 年重点工作之一。作为碳排放

重要领域，工业绿色低碳改造引发关注。

绿色低碳改造，哪些行业将成为重点？

向绿色转型 重点行业设路线图
凛冬时节，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4-1-01 研

发楼等 43 项项目工地施工在火热进行，沉淀

池对用水进行回收，扬尘监测系统对粉尘等

数据智能采集。

项目经理高春说，项目采用“智能废料

池+智能盘点”系统，精准掌握消耗成本，并计

划在施工现场与工人生活区安装智能路灯，

实现绿色施工的目标。

人们传统印象中“暴土扬尘”的建筑业，

正在进行改变。纺织、化工、钢铁等诸多行业，

同样在向绿色低碳转型。

工信部数据显示，5 年来，我国共建设

2121 家绿色工厂、171 家绿色工业园区、189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推广近 2 万种绿色产品，

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要制定重点行业

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鼓励工业企业、园

区建设绿色微电网，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在

各行业各地区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

严控粗钢产量 传统行业加快升级
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重在传统行业，关键

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

下降。”肖亚庆说，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

密集型行业，是制造业 31 个门类中碳排放量

最大行业。2021 年，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发布新版钢铁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完善产能

信息预警发布机制。

严控重化工行业新增产能规模、加大落

后产能淘汰力度、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工

信部推出一系列举措。

一边是淘汰落后产能，一边是加快智能

升级。国网浙江嘉兴供电公司通过能源数据

增值服务、碳交易等手段，为高耗能企业提供

节能降耗服务；一些钢铁企业引入智能化能

源转换体系，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智慧”

节能在很多领域推开。

工信部日前发布一系列 5G 典型应用，

并提出将加快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

低碳节能领域融合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智能

化、绿色化升级。

加速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进节能减排的重

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日趋完

善，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贯通。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共

新增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超过 6.8 万家，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85%。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2021 年，工信部将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汽车产业实施

路线图，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新，加强车用芯

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电动化与

网联化、智能化并行发展。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方面，将进一步

健全充电、停车等使用环节优惠政策，提高公

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开展新一轮新能源

汽车下乡。

肖亚庆表示，工信部还将通过制定配套

法律法规、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发布一批相关

标准等，为动力电池规范回收利用提供政策、

技术和标准保障。

煤炭企业如何蝶变“高新技术企业”

危机中育新机 变局中闯新局
北重集团晒出高质量发展“年终成绩单”

荫矿用车总装生产线荫新建锻造生产线

荫特钢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