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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生态水泥陕煤生态水泥：：
从从““差等生差等生””到到““优等生优等生””的逆袭的逆袭

生态水泥公司与中铁一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乌兹别克斯坦建材部部长扎里波夫一行到生态水泥公司参观交流

2018年 11月，以 278名位列中国建材企
业 500强；2018年 10月，在陕煤集团三季度
追赶超越点评会上，综合评价“突出”；2018
年年初，在陕煤集团上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结
果排名第二，接踵而至的荣誉给陕西生态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态水泥公司）
带来莫大的鼓舞，而对于水泥人自身而言，
在集团这个大班级中从“差等生”一跃进入

“优等生”行列似乎更是一种必然。
回顾近三年生态水泥公司发展历程，数

字的变化标注出企业运行发展的良性轨
迹。2016年，营业收入 4.89亿元，全年亏损
7854.09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7.94 亿元，
全年亏损 2964万元；2018年截止三季度，营
业收入 8.95亿元，实现利润 7100万元，职工
人均收入较同期增长17.8%。

近几年，生态水泥公司在“治亏创效”
征途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管
理提升、科技创新、优化服务、“智造”转化
速度明显加快。经过两届班子和全体干部
职工的不懈努力，水泥人悄然上演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变形记”，尤其是在 2017 年第
四季度，全公司整体实现盈利，同时还创造
了“月产熟料 37.11 万吨，单日销售 2.5 万
吨，单月销售 53.2 万吨，当月盈利 1136 万
元”四项新纪录。2018 年，这些记录又多
次被刷新。

绝地求生 何以突围

谁都不曾想到，如今生态水泥这个“优
等生”，在几年前还一度陷入并购重组的危
机之中。

2015-2016年间，国家宏观经济持续下
行，水泥价格一路走低，行业形势一年比一
年复杂，企业亏损范围持续扩大。在陕煤
集团公司坚持不懈“去杂归核”，坚定不移
淘汰落后产能，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
内部大环境中，生态水泥作为其下属的水
泥板块，虽划分为“可治亏”单元，但与其它
企业并购重组，“去和留”却成了水泥人当
时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企业未来的发展，重组后人员的去向成
为职工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有部
分职工因为生计原因而选择另谋出路，一
时间“内忧”与“外患”让生态水泥公司陷入
了两难境地。

“那时候，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也只能
拿到一千多块的工资，最困难时，基本的生
活费都无法按时发放”，一直在发运车间负
责装车的李师傅感叹。“水泥卖的本都包不
住，卖得多亏得多。”售价与成本倒挂成为
当时生态水泥公司生产经营中最为突出的
问题之一。

要么绝地反击，要么坐以待毙。
2017年 8月，生态水泥公司新的领导班

子临危受命，如何稳定职工队伍，增强发展
自信，尽快走出亏损“泥潭”，便是搁在他们
面前的首要问题，而以建材板块产能弥补
关中地区煤炭调整退出后的GDP更是集团
公司赋予新班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经过班子成员一个多月的集中“入户会
诊”，针对“一企一策”逐一研判。查摆企业
发展短板，校准企业发展航向，以更加明确
清晰的思路破解队伍“心”问题，逐步引导职
工思想的转变到行动的统一成为破解难题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产品结构单一，转型创新动力匮乏；队
伍凝聚力不强，后续活力不足……”在 2017
年 9月份干部大会上，生态水泥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超晖准确把握行业态势，直指
企业发展症结，客观分析问题短板，明确改
进思路及措施。并首次提出了以“水泥及相
关产业链为基础的横轴、以白灰和纳米碳
酸钙及高端产品为效益的纵轴，以物流+体
系为闭环全覆盖的产业群的立体发展格
局。”同时确立到 2020 年末，达到骨料产能
5000 万吨，白灰产能 400 万吨、纳米碳酸钙
产能 10 万吨，力争实现产值 50 亿元，实现
利润5亿元，职工收入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未来的发
展有了清晰的方向，过去的顽疾旧症也有
了具体的解决方法，新的班子高屋建瓴的
谋划，让我们对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了信
心。”来自高陵公司的老朱说起参会感受，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转型升级 改革为先

面对水泥行业“同质化”严重的现状，
生态水泥公司“察势观风”，坚持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在确立新的发展战略这一“大写
意”的同时，努力在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上
下功夫。通过不断延伸“上、中、下”游产业
链，紧紧围绕市场及客户需求趋势不断调
整和拓展产业布局，持续稳定主营产品收

益，扩大辅助产品创效能力，使企业全产业
链市场竞争力得到根本性增强。

企业转型升级，如破茧成蝶，虽然会经
历一时的阵痛，但必将换来重生。张超晖
强调“要想不被并购重组，保持‘自我’发
展，就是要打破常规，加大创新改革力度，
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打造独具生态特色
的‘三低两优一亮点’新的发展模式，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随着顶层设计的日臻完善，与之相匹配
的理念方针应运而生，生态水泥公司逐步
确立了“材料统管、资金统筹、产品统销、集
约增效”16字经营方针，建立了“指标体系、
预算体系、目标体系、考核体系、内部市场
核算体系”五大成本控制体系，形成了“量、
价、本、利”管控与承包相结合的全流程、全
链条，闭环式成本管控模式和“成本与质
量、产量、工资”1+3 双向考核机制，并相继
出台了系列措施。用“加”，深度拓展产业
布局，以“减”，降低生产成本，用“乘”，强化
内部驱动，以“除”，突破制度性障碍。

做“加法”——积极推进盐湖综合开发
利用和一期建设 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3万
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全面完成“一带一
路”乌兹别克斯坦项目的前期考察；完成矿
用充填水泥科技项目技术指标论证；稳步推
进富平薛镇、老庙、泾阳和乾县 2000万吨砂
石骨料项目建设，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和内源性增长的产业链条格局。

做“减法”——聚焦建材企业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及构配件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所
属高陵公司所处的重点区域建设，借助陕
煤集团大力发展铁路建设的有利时机，与
中铁一局实施“联姻”，积极推进闲置资产
盘活，降低资产负债；持续开展库存积压物
资的“瘦身”和缴税退税专项工作，为企业
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和“金”力。

做“乘法”——巩固和发挥国企党建同
混合所有制企业资源优势互补转化，整合
多方资源，发挥整体优势；牢牢把握低成本
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牛鼻子”，积极开
展“点与点，面与面”的定位对标；变“以销
定产”为“以产定销”，全力释放产能，拓宽
销售半径；大力实施“一厂一策，一部室一
亮点”工程；增强新媒体“变量”向企业发展

“增量”转化管控力度，充分发挥各种积极
因素在企业发展中的叠加和乘法效应。

做“除法”——深入实施“放、管、服”管
理改革，坚定不移推行扁平化管理，逐步压
缩管理层级；以“五破五立”为主题大讨论、
干部作风专项整改工作为契机，对照精神
状态、思维方式、工作要求、工作作风、体制
机制等方面，聚焦“八个方面”重点，开展内
心深处的“大革命”，引导员工在思想与灵
魂的碰撞中实现观念作风的再提升，不断
汇聚企业发展正能量。

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使之更快
更好的运转；不断强化物资采购运输统管
统筹，细化内部市场化结算，形成以生产
单位为成本管控中心，销售部门为利润增
长体的经营格局，严格把控经营首尾两
端，最大化发挥“鱼缸效应”，持续激发企
业内部强劲动力，已经成为生态水泥公司
适应新常态，实现破局解困必由之路。

引领发展 科技为本

利用钢渣、冶炼弃渣等工业废弃物实施
多组分配料，充分发挥各原燃材料优势特
性，降低生料预分解所需的热量，进一步改
善生料易烧性，优化熟料煅烧环境，从而实
现吨熟料煤耗降低 9.65kg，熟料强度增长

1.2MPa 以 上 ，水 泥 混 合 材 掺 加 量 增 加
1.90%，年综合效益1008.22万元。

积极跟踪旧城区改造工程，将拆除的建
筑垃圾经过加工分拣、分析试验后作为混
合材加以综合利用，在节约企业生产成本
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以吨包的方式主动打破矿渣微粉长期
灌装运输的陈旧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产品
输出效率和运输半径。

《利用钢渣改善熟料易烧性》获陕西建
材行业技术革新二等奖；《工业固体废物在
水泥生产中的综合利用》获陕西建材行业

技术革新三等奖；《高炉矿渣微粉生产关键
技术及其应用》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工业废渣水泥生料配料的研究》和《中热
水泥生产技术研究》获得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这些仅是生态水泥公司在推进科技强
企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生态水泥公司
以打造水泥行业明星企业为目标，不断筑
牢科技根基，垒高科技之塔，使企业发展走
向了质量与速度并行的快车道。

作为省内建筑行业骨干企业，生态水泥公
司在成立之初，也经历过向行业先进企业模仿
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在低碱水泥、低热水泥
等特种水泥生产中缺乏相应技术经验。

“到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第一车低
碱水泥出厂的日子”，富平公司质量管理
部邓洋回忆道。“那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

的质量技术员”，“为了确保各
项质量指标达到低碱水泥技术
参数要求，质管部的同事可是没
少下苦。”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
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生
态水泥公司坚持将科技创新作
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一动
力，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凭
借全体水泥人苦干、实干，勇于
探索的劲头，逐步走上了科技强
企的“智造”之路。

截至 2018年 9月底，生态水
泥公司通过科技研发和转化投
入，使生产综合成本同比下降
14.5 元/吨，吨煤耗较同期下降
4.2元/公斤，吨水泥综合电耗下
降 2.45 度/吨，其中所属的黄陵
公司吨水泥电耗 24.97度/吨，居
行业领先水平。

如今，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
质量和“心灵渗透，智慧浇灌”
的特色服务理念赢得广大客户
的一致好评。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蒙华铁路、银西铁路、庆阳莲花寺水库、
西安市幸福林带、西安市奥体中心和卤阳
湖机场等多个重点工程。

弯道超车 绿色为要

“二氧化硫排放指标4.42mg/m3，颗粒物排
放浓度 9.36mg/m3，氮氧化物排放 87mg/m3”，
中国水泥协会会长乔龙德在生态水泥富平公
司厂区门口的实时监控显示牌上看到这一
数据时，不由得称赞“就目前水泥行业来
说，这三项数据指标绝对是第一位”。

“虽然环保方面的投入使我们的吨熟料
成本增加了 3元，但如今‘超低排放’已然成
为公司落实‘两山理论’最为鲜亮的标志，
这也正是我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引领行
业绿色发展新格局的动力所在。”富平公司
生产负责人表示。

始终保持绿色发展底色不变，做行业超
低排放的“领跑者”，为生态水泥公司在“圈
内”带来了不小的“名气”，更是引来冀东海
天水泥、曲沃威顿水泥、山西龙门建材公司
等多家水泥企业前来参观学习，一场引领水
泥行业绿色发展的技术革命更是给生态水
泥公司实现弯道超车带来了动力与机遇。

为打破限制水泥企业多年“高能耗、高
污染”的藩篱，生态水泥公司在探索激发“高
固气比悬浮预热分解技术”潜能的同时，持
续强化原燃材料把控，不断优化过程产品质

量，加大环保投入，紧盯生产过程的关键设
备和关键点，从源头抓牢扎紧污染口。

从“跟跑并跑，到行业领跑”，在打造绿
色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生态水泥公司
一改“晴天一身灰，雨天一地泥”旧时水泥
企业的形象，正在演绎着从“洋灰厂”到“花
园式工厂”的靓丽转变。

据统计，2018 年生态水泥公司累计资
金投入 1393 万元用于降噪降尘、收尘密封
改造、厂区绿化及清扫设备的购置。

以人为本 关爱职工

职工心，企业金。在推进企业快速发展
的道路上，生态水泥公司坚持购销价格公
开透明，工效挂钩，公平公正；董事长张超
晖开设个人信箱、微信公众号架起干群沟
通桥梁，及时听民意、解民困、暖民心，营造
了积极和谐的“生态”文化，以“贴心事、暖
心事”凝心聚力，汇智提神，在提升职工幸
福指数同时，让企业发展更具“温度”。

在生态水泥富平公司，职工最关心的
莫过于新的宿舍楼是否能够如期完工，何
时可以搬进新宿舍。“到时候就可以每两
个人一间宿舍，住的肯定要比现在宽敞舒
服。”正准备赶往车间交接班的一位年轻
职工，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言语中也
充满了期待。

“最近单位效益好，我已经有段时间没
休班了，想着多上几个班，攒点钱，到时候
准备在县上买套新房。”谈及对未来的打
算，生产技术部的刘浩显得有些激动。

而对于困难职工严妮妮、张璞两个家庭
来说，女儿顺利考入大学，并获得公司工会
入学资助和陕西省天骄助学金，扫除入学
的第一道难关，2018 年这个夏天对于他们
来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季节。

自 2018年 9月起，公司职工、办业务的
外界人士、兄弟单位都对机关的工作休闲吧
赞不绝口，这里舒适的环境，人性化的关怀
成为各届人士感受生态文化的体验之所。

首次参加集团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大型歌咏比赛获三等奖；举办“放歌生
态，砥砺前行”职工文艺汇演、“华山”杯羽
毛球比赛、首届职工岗位描述比赛、钓鱼
比赛……生态水泥公司今年的比赛活动
是接二连三。

“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实际困难，让职工
充分享受到企业发展成果，以各类文艺活
动为载体，不断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从而激发全员干事创业的勇气和决心，
为‘小企业’实现‘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
张超晖对“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员工”
的企业宗旨有着自己的解释。

无论是从温馨和谐的家园文化，到蓬勃
开展的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再到团结奋进、
勇往直前的企业精神，无不呈现出生态水
泥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目前，虽然公司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但水泥人并未满足于眼前，而是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自寻差距面向未来。

当前的生态水泥公司面临的问题不再
是发展方向与产业布局的限制，而是如何
实现发展动能的转化和升级。

公司目前仍然是以水泥为主要产业，高
端建材、纳米碳酸钙和新型建材领域产品
收入占比有限，而朝着打造陕西一流建材
企业集团的目标，生态水泥公司正致力于
水泥及相关产业链；砂石、骨料、白灰及纳
米碳酸钙等建材产品；电池级锂电开发；

“一带一路”海外项目；“物流+贸易+销售+
互联网体系”五大产业行动，从小举措谋划

“大格局”，助力实现大作为；搭建“大平
台”，助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推进作风“大
转变”，助力强化管理根基；实行品质“大提
升”，助力扩大品牌影响；实施环保“大优
化”，助力绿色和谐发展。 （刘栋）

生态水泥公司职工正在进行矿山皮带长廊电缆铺设 生态水泥公司厂区内全自动降尘设备正在进行喷淋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