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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刘 兵
本报通讯员 姜玉泰

1 . 4万人的国有企业，背负着100亿元
的债务——— 山东能源肥矿集团作为我省最
大的“僵尸企业”，曾巨额亏损，资不抵
债，陷入“肥矿困局”。2月3日，节后工
作第一天，肥矿集团对外披露喜讯，仅1
月份，该集团就实现利润3700万元，比预
算超利2700万元。

“这是肥矿改革重组‘红利’的释
放。去年，在省委省政府主导下启动实施
的肥矿改革重组，完成了政银企员工四方
协议签订、新公司创立、人员分流安置等
重点工作，有效化解了各类风险，创出了
一条国企改革的新模式。”山东能源集团
董事长李位民表示。

肥矿成了

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泰山脚下的肥城市，肥矿集团曾是这

座城市的荣耀。始建于1958年的肥矿集
团，曾经是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发源地单
位。

然而到了2012年，煤炭价格出现断崖
式下跌，而前期大量举债上马的项目又没
见到效益。在煤价下滑和高额负债双重打
击下，肥矿陷入亏损。到2015年底，该集
团有效资产 9 4 . 4亿元，贷款总额高达
138 . 93亿元，5对矿井中仅有1对盈利，非
煤产业全部处于停产处置状态。资产负债
率高达150%，贷款总额近140亿元，职工10
个月以上发不出工资。

肥矿集团董事长朱立新说，为挽救奄
奄一息的肥矿，母公司山东能源集团接连
输血40个亿仍难以为继。肥矿困局似乎已
经无解。

近50轮磋商后

债权处置达成一致
职工安置问题要解决，企业要盘活，

债务不能悬空，母公司不能被拖垮！各方
诉求都要照顾到。对于肥矿已经无法生存
的严峻现实，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明确要求：“改
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肥矿集团债务重组共涉及10家银行的
近1 0 0亿元债权，数额巨大。一场场座

谈，一遍遍磨合。省国资委、山东能源
集团和由中国农业银行牵头的债权人委
员会展开近 5 0轮磋商后，终于达成一
致：将肥矿集团可持续经营的三处煤矿
资产剥离组建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
并以等额资产承接等额银行债务，承接
债务比例为50％；同时，肥矿集团和山
东能源集团分别按照30％、20％的比例
承接金融债务。

据介绍，肥矿集团已经符合破产清算
条件。但如果对其进行整体破产清算，肥
矿集团资产变现后可用于偿还普通债权的
资金仅为34 . 8亿元，银行债权人损失将达
到82亿元。“改革重组后，根据肥矿集团
目前的经营状况测算，预期资产总额
143 . 57亿元，负债107 . 58亿元，负债率降至
74 . 9%，年盈利约1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
约3亿元，能够维系经营并按期偿还债
务。”李位民介绍。

员工分流安置方案

获得全票通过
“僵尸企业”处置，归根结底，是要

解决好“债”和“人”两大问题。改革重

组前，肥矿在册职工1 . 4万人，根据现有
煤炭产量，新、老公司定编定员8000多
人，这就意味着，有6000多人必须分流。

“分流安置人员，涉及员工切身利
益，必须细致、细致、再细致。”李位民
向肥矿集团领导下了死命令：“有一个职
工不知道分流安置方案，就不开职代
会。”为了确保每一名员工对分流安置方
案都耳熟能详，朱立新带领各级干部，分
头宣传，在职代会上，员工分流安置方案
获得全票通过。

肥矿集团拖欠多年的社保、医疗费
等问题，也在山东省政府扶持政策和山
东能源集团的资金支持下得到解决。截
至2016年11月底，已有2829名离职人员完
成社保的个案补缴，1177人顺利办理退
休手续，8051万元拖欠的医疗费得到报
销。

“2017年我们还要加快推动肥矿改
革重组工作，完成新公司“肥城肥矿煤
业有限公司”资产划转，确保新公司盈
利达到2亿元以上。继续协调银行，做好
融资，完成第二批土地作价注资等，推
动肥矿整体扭亏脱困、实现重生。”李
位民表示。

□ 左丰岐

生活散烧用煤对于大气污染的“贡
献”不可小看，这也成了治理雾霾第一
个绕不开的坎儿，于是清洁煤炭替代成
为很多地方的选择。但是，清洁煤推广
却面临着市场窘境，在劣质煤的包围之
中左右为难，也成为当下必须重视的问
题。

春节期间，笔者回老家过节时经常
闻到空气中传来呛人的烟味，很明显地
判断出是劣质煤炭燃烧释放出的气味。
细聊后获知，这种煤便宜又好烧。由此
看出，劣质煤还有市场基础，深得部分
消费者的青睐，这也是清洁煤推广的最
大挑战。

目前来看，清洁煤推广的第一个障
碍是价格。清洁煤因经过了加工等环
节，价格比普通煤高出不少，必须依靠
政府补贴才能走进市场。但是各地的补
贴政策不尽相同，富裕地区补贴多，贫
困地区补贴少。但是即便有了补贴，仍
然比劣质煤价格高，这导致了部分民众
依然会使用劣质煤的情况。

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清

洁煤的推广效果。但是，从全省来看，
沿海地区和内陆之间、各市之间、各县
(市、区)之间，因认识重视程度不同，
造成了清洁煤推广进度效益不平衡。这
也说明部分地方的推广主动性仍然不
足。

同时，清洁煤推广方式的僵硬也是
问题所在。许多地方普遍采取的办法
是，由农村居民将用煤量统一报给村委
会，然后集中配送。统一的订购时间一
过，便没有清洁煤供应了。这种做法也
不太符合居民消费习惯。

目前虽然全省市售散煤已经初步达
标，但是劣质煤却仍然能够在市场上找
到立足之地，这也说明清洁煤推广还存
在监督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市场监管

手段相对缺乏。另外，自去年以来，清
洁煤炭的原料和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出
现价格倒挂，部分清洁煤炭生产企业惜
售观望，导致清洁煤炭供应逐步趋紧。

清洁煤推广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也
在预料之中，这与用户数量庞大、个体
用量少等特点有直接关系。与我们的推
广政策措施及具体的操作手段也有关，
这些都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才能打破
清洁煤面临的窘境，防止劣质煤驱逐了
清洁煤。

清洁煤推广挑战虽多，好消息也
有。正月初七，兖矿蓝天洁净煤厂开工
建设，建成后可年产100万吨兖矿清洁
煤，期望用技术和市场的优势打破窘
境，吹动一池春水。

□ 本报通讯员 赵 冬
本报记者 左丰岐

“俺们去年种的4亩大棚草莓，从两
个月前就开始上市了，刚开始卖到40块钱
一斤，现在市场价格每斤在二三十块钱。
从开始种植到上市，真是没少麻烦供电所
刘所长他们！”2月1日正月初五，莱州市
虎头崖镇后上庄村42岁的村民王金波美滋
滋地说。

走进草莓温室大棚，几名游客正在细
心地挑选草莓。“俺和对象在外打工10多
年了，说实话，早就有了自己创业的念

头。”王金波说，“去年5月份，俺说服
了丈夫回家一起盖起了这两个草莓大棚。
草莓是喜温植物，对湿度要求很高，从去
年到今年的排灌用电和卷帘门调试，没少
麻烦供电所的师傅们，随叫随到，真叫人
过意不去。”

“供电所从去年开始，给种植户都发
放了‘便民服务联系卡’，上面都有报修
服务电话。”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虎头
崖供电所所长刘致清说。供电所结合全
镇草莓种植用电的特点，把确保草莓可
靠供电作为优质服务工作的重点。供电
所成立了“彩虹服务小分队”，加强与

种植户的联系，及时掌握用电业务信
息，最大限度满足种植户的用电需求。
开通草莓排灌用电绿色通道，对涉及排
灌用电的种植户实行报装接电“一条
龙”服务。“彩虹服务小分队”对排灌
线路提前进行全面检查，及时排查安全
隐患。服务队巡回各种植大棚，宣讲安
全用电知识，提醒种植户增强安全用电
意识，解除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为草
莓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大棚就是一个金饭碗。”虎
头崖镇政府工作人员李军说，镇党委政
府瞄准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目标，引导全

镇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先后在埠孙、后
上庄、朱流、东宋、小沟等 2 0余个村
庄，建立了各类大棚种植科技示范基
地，大棚示范基地已培训了返乡农民工
280多人。

“我们已经注册的‘莓之语’草莓，
个大，色艳、甜度高，恰好又赶上了春节
前后上市的好节点，再加上临近公路，交
通便利，不仅商贩们会主动上门收购，每
天还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王金波告诉记者，“今年我准备再发展
1—2个棚，吸引更多的乡亲加入，大家一
起发家致富。”

莱州供电贴心服务助力草莓高产稳产

百亿债务下的扭亏重生
山东最大“僵尸企业”肥矿集团改革重组寻共赢

清洁煤急需打破推广窘境

□ 本报通讯员 夏龙臻
本报记者 左丰岐

“目前，我们所的弱势指标是台区线损实时可算率，今天咱们
具体分析下问题所在，春节后搞个开门红……”近日，国网鄄城县
供电公司富春供电所班组大讲堂开讲，着重对弱势指标开展“微培
训”，针对2016年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并对2017年指标进
行学习，通过“学-做-评”三字工作法，进一步推进卓越班组建
设。

突出“学”字加大培训力度。该公司充分发挥班组大讲堂、创
新工作室的作用，将其作为解决生产一线一系列难题的重要平台，
通过创新工作室充分挖掘技术人才，积极开展技术学习、技能培训
和创新实践活动，激发员工“人人上讲台”提升自身素质的热情，
对员工进行新知识、新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发挥“传、
帮、带”作用，立足本职工作和企业实际，大力开展合理化建议、
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岗位练兵、技术比武、“传帮带”等多种形
式的技术创新竞赛活动。针对班组成员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技
术业务水平、知识结构、年龄层次和思想状况等不同，因材施教，
培训兴趣型、创新型、学习型员工。

突出“做”字加大帮扶力度。实行班组建设包保责任制，形成
领导、中层干部分责包保专业室、班组、供电所，层层分解压力。
制定班组建设工作奖惩办法，细化《班组建设考评细则》，创新实
行“三级推进法”。开展“走出去”活动，组织员工到成武、临清
等先进公司学习先进经验，结对帮扶4个专业部室，6个供电所，提
高互学互帮的良好氛围。同时，职能部室发挥资源调配、问题协调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班组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调动基层单位班
组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并对落后供电所实施精准帮扶，现场分析解
决问题，有效提升了供电所对指标管控的针对性和精准度。

突出“评”字加大奖惩力度。该公司班组根据关键指标，进行
分析细化，将指标任务分配到班组每个人，使人人参与其中，提升
班组成员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开展“月评、季度评、年度评”三评
活动，根据班组指标明细，对优秀班组、优秀指标负责人进行评比
和晾晒，获评优秀的班组和个人对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经验进行总
结提炼，并在公司进行推广，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同时对获评班组和个人进行奖励，奖惩鲜明对比，形成“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推动卓越班组建设。

□张璞 左丰岐 报道
1月18日，临矿集团菏泽煤电公司

郭屯煤矿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运行。据了
解，郭屯煤矿铁路专用线于2010年10月份
开工建设，正线全长13 . 566公里，途经郓
城县4个乡镇、22个自然村，占地面积600
余亩，总投资4 . 99亿元，在郓城站与京九
线接轨。线路开通后，对该公司突破公路
运输瓶颈、优化销售格局、提升抵御市场
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煤、电、
路、港一体化运营体系建设又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

鄄城供电
“学-做-评”三字工作法
推进班组建设

本报济宁讯 1月19日，古城煤矿对
无故不参加专业知识考试的5名管理人员
进行了通报批评，并给予了罚款处理。为
全方位提高安全生产整体素质水平，古城
煤矿查漏补缺，大兴管理人员讲安全、钻
技术、重能力、提素质之风，不定期对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全覆盖专业知识考
核。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高专业技能
水平，不能只让岗位上的工人受教育，管
理人员不学习是一个很大安全管理漏
洞。”该矿安监处副处长李乐成说。据了
解，1月18日，该矿从事安全生产管理以
及各生产辅助单位副区长以上109名管理
人员，参加了首次专业知识统一考试。考
试统一采用机考形式，题库随机生成考
卷，内容主要涵盖安全、采掘、地质防治
水、机电、通防等专业。（陈宜勇）

古城煤矿安全生产
从管理人员抓起

□ 王淼 左丰岐

每年春节，是家人团圆的日子，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过大
年，但在电力行业却总有一些人，坚守在工作岗位，用超出常人
的付出为全县人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佳节默默地坚守在保电一
线。今年的春节，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再次上演了感人故事。

今年已经36岁的田克强，是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
参加工作14年来，却很少回家过一个团圆节。1月25日，当我们见
到他时，正在变电站测温巡视的田克强说，春节是人民群众最需
要用电的时候，越是这个时候越是离不开对电力设施的守护。据
悉，算上今年，田克强已经连续五个春节没回家了。

早在菏泽供电公司时，田克强是变电检修的技术大拿，全市
各大变电站的继电保护他都轻车熟路、牢记于心。面对春节保电
这一重大时刻，他多年积累的技术得到了充分展示。在平常的工
作中，田克强总是冲锋在前，把休息的机会让给别人，而自己却
在各个变电站里披星戴月，来回穿梭，排查每一个可能引发停电
的隐患。每年的除夕，他总是蹲守在值班室，做好时刻战斗的准
备，因为守护万家灯火，点亮一方是他最大的心愿。

无论多么坚强的汉子，也有温情的一面。节假日守护一线
时，田克强也会想起家中日益年迈的父母和辛苦操劳的妻子，每
次给家里打电话，面对妻子的牢骚和父母的埋怨，他总是满怀愧
疚。父母都已年迈，孩子只有3岁，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便压在了
妻子一个人身上。田克强说，每次回到家看到年迈的父母和辛劳
的妻子，总觉得亏欠他们太多。

2016年，田克强调任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后，繁重的
运检工作和配农网工程建设，回家陪伴家人对他来说更是一种奢
侈。作为春节保电的主管人员，田克强更不可能回家团聚，每天
都奔波在各个变电站和线路上,同时积极组织各部门人员召开春节
保电协调会，对各部门春节保电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协调，把隐患
消灭在萌芽中。除夕前，为了能够尽量兼顾工作和家庭，田克强
干脆将家人都搬到工作地点过年。“没有办法，家里人一致决定
过来陪我，怕我自己在这边吃不好、睡不好，再说了有家人的地
方就是我的家，我这也算‘回家’过年了！”田克强说。

田克强：为了佳节灯火红

□陈宜勇 左丰岐 报道
“这次更换罐笼工时只用了44小时，比2010年罐笼更换时间节

省了28个小时。”2月4日，古城煤矿机电工区支部书记张禄洲说。
古城煤矿副井提升罐笼自2010年投入使用至今，因井筒淋水大，造
成罐笼主架锈蚀严重，影响到副井的安全运行。为此，古城煤矿在
春节停产检修对罐笼进行更换，并且不再用外包队，由机电工区承
担了这次自主更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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