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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临沂矿业集团公司志（1991—2020）》通过终审 

2021年 5月 15日，《临沂矿业集团公司志（1991—2020）》（送

审稿）评审会召开。会议由山东能源集团机关党委书记严继承主持。

煤炭工业文献委副主任、《中国煤炭工业志》副总纂陈昌，《山东省

志》副总纂、四级调研员唐延仲，山东省煤炭行业协会秘书长徐其端，

《山东能源集团志》执行副主编孙卓龙，原兖矿集团史志办公室副主

任杨建平，《枣庄矿业集团志》总纂汪宏等史志专家受邀担任评委。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何祥成及志书编纂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选举陈昌担任《临沂矿业集团公司志（1991—2020）》评审

组组长。评审组对集团公司领导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各部门和单位密

切配合、通力协作，编纂人员勤恳敬业、不辞辛苦，为山东能源集团

修志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临沂矿业集团公

司志（1991—2020）》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临矿集团 1991～2020年的发

展历史和现状；编纂指导思想正确，篇目设置合理，体例严谨，资料

翔实，内容丰富，体裁完备；志稿尊重史实，重点突出，时代特色、

企业特质、地方特点鲜明；反映了临矿集团精诚团结、励精图治、敢

为人先、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志书对临矿集团的发展过程记述全面，

梳理得当，纪录到位，脉络清晰；行文规范、语言流畅，符合志书编

纂要求。同意通过终审。 

何祥成在表态中指出，临矿集团编志办将以这次评审会为新起点

和加油站，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倒计时安排工作。按照评审组专家

和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举一反三，对志稿精修细改，精益求精，努

力打造一部精品志书并早日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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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读志专栏 

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发展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赵冬梅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2008年 12 月由原平煤集团和原神马集团重

组成立。平煤集团（前身平顶山矿务局）是新中国建立后自行勘探、

设计、开发和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煤炭基地，素有“中原煤仓”之称。 

从 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先后多次组织对平顶山矿区进行全面系

统的地质勘探，初步查明了煤田情况。1952年，平顶山煤田开发被列

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确定为集中力量建设的十大新矿

区的第一个。1955年 9月 8日,平顶山第一对矿井诸葛庙矿（现平煤股

份二矿）动工兴建，1957年 11月，平顶山矿务局成立，1996年改制

为平煤集团。在全国煤炭行业中，平煤集团多年保持产量第二、效益

第一的位次,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

国内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和动力煤生产基地。 

平煤集团的发展壮大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单一煤炭产业发展期(1955年-1976年) 。平顶山矿区的开发

从 1955年全面展开。从当年 9月到 1958年底,先后 11对矿井投建,成

为平顶山矿区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期。到 1960年,已有 8对矿井投

产,原煤年产量达到 562万吨,为缓解当时煤炭供应紧缺局面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1964年,为加快平顶山煤炭基地建设,国家在平顶山试

办了企政合一的特区,平顶山市先后设为平顶山矿区、平顶山特区,按

单一矿区特点设置市政机构,组织煤炭基地建设。开展了三年调整和煤

炭大会战,六矿等一批“下马”工程恢复建设,煤炭产量迅速提升,平顶

山煤炭工业基地初具规模。从 1966年下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

动波及平顶山,矿区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68年整个矿区原煤产量急剧

下降到 323.8万吨。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直接过问下,生产局面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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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稳。特别是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全国和

整个煤炭工业形势好转。在此期间,平顶山矿务局开展了“学大庆、赶

开滦、搞规划、闹翻番”活动,生产和建设实现了较好发展。高庄矿、

六矿、田庄洗煤厂、大庄矿、九矿先后建成投产,全局原煤产量 1972

年提升到 850万吨,1975年产量和利润达到“双千万”,跨入全国千万

吨级大局行列。与此同时,平顶山矿务局一边加紧十一矿、八矿的建设,

一边实施以 “一扩六改”(对储量丰富、条件较好的一矿进行扩建,对

储量比较丰富的四、六、十、十二、大庄、高庄矿的生产薄弱环节进

行技术改造)为内容的第一批矿井技术改造,平顶山矿区由大规模新井

建设转向以老矿挖潜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2、以煤为主,多种经营发展期(1977年-1995年)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平顶山矿区进入了“以煤为主,多种经营”发展阶段。在

这一阶段前期(1977年-1984年),平顶山矿务局恢复了局行政领导体制,

建立健全职能部门,纠正造成接替失调的“重采轻掘,吃肥丢瘦”等问

题,保证了产业的有序发展。原煤产量迅速上升,1979年达到 1387万

吨,1984年突破 1500万吨。1982年,采掘机械化程度超过 50%,标志着

平顶山矿区煤炭开采手段实现了根本性升级。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平顶山矿务局从 1985年开始实行 6年总承包,企业进入以总承

包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新阶段。通过实行“两包五定”(包产量、

利润, 定全员效率、开拓进尺及三个煤量、安全控制指标、产品质量、

设备完好率和失修率),逐步建立起以“三自两控一发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消化增支因素,控制专用资金规模、控制消费基金适度

增长,发展多种经营)为内容、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企业经营

机制。通过狠抓“两分离一放开”(生产、生活两分离,积极发展多种

经济),实施 “三五、五○、十大行业”(“三五”为煤炭采选、全民

多种经营、集团经济各 5万人)发展战略,构建了焦化、机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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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供电、运输、轻工、物资供销、商业金融、社会服务十大非煤

行业,形成了与煤炭主业比翼齐飞的局面,使企业成为以煤为主、多业

并举、跨行业、跨区域的特大型煤业集团。1995年,平顶山矿务局在建

矿四十周年时,资产规模接近 50 亿元,原煤产量突破 2000万吨,利税

超过 9亿元,在全国重点煤矿中均位居前列。 

3、煤与非煤双轮驱动发展期(1996年-2008年)。 1996年,平顶山

矿务局改制为国有独资的平顶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发展也

进入了煤与非煤双轮驱动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之初,煤炭市场疲软,货

款回收困难,企业资金紧张,要求企业在非煤产业有更大作为。积极整

合周边煤炭资源,取得了汝州矿区的开发权,与禹州市签订了联合开发

禹州煤田的框架协议,并对朝川矿务局、香山矿实施了并购。加强与国

内知名企业的战略合作,先后与华电集团、中电投、宝钢集团签订了战

略合作和煤电开发协议,使企业发展平台更加宽广。大力实施兼并重组,

先后并购平顶山市焦化公司、平顶山市飞行化工公司等企业,为发展非

煤产业开辟了快速通道。通过资产整合和产业并购,煤电、煤焦、煤化

工、交通运输、建筑安装、机械制造等行业实现较快发展,非煤产业营

业收入接近全部营业收入的 50%,初步形成了煤与非煤双轮驱动的发展

格局。2004年初,平煤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后,按照科学发展观要

求,深入挖掘和放大各种竞争优势,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型资源观,努力

破解传统资源型企业“矿竭企衰”的成长难题,坚持煤与非煤“双轮”

驱动,实施“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化”战略,重点打造煤焦、煤电、煤化

工三大主业,加快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构建主业突出、辅业精干、产

权多元化、产业链条化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成功走出了一条平煤特色发

展之路。结构调整方面,围绕做大主业和拉长煤基产业链,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重组整合相关产业,推进各产业协调发展。资本运作方面，通

过股权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引进战略投资,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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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企业债券，2006年 11月,平煤天安成功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募集

资金 30多亿元。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资金支持。资源整合方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竞拍整合陕西彬

长矿区 10多亿吨的煤炭资源,在新疆成立平煤哈密矿业公司,使煤炭资

源规划储量由 70亿吨提高到 150亿吨。申请并获得叶县盐田 50.5亿

吨盐资源探、采矿权,依托平顶山市丰富的岩盐资源,积极筹建煤盐联

合化工园,使煤化工与盐化工“一黑一白”有机结合,产业发展由“以

黑为主”转向“黑白兼营”。产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了企业跨越式发

展，2004年,平煤集团生产原煤 3069万吨,营业收入达到 121.9亿元,

实现利税 19.5亿元,位居中国企业 500强第 197位,共有 13项主要经

济指标创出历史新水平。随后四年间,平煤集团营业收入分别突破 150

亿、200亿、300亿、500亿大关;在中国企业 500强中的排名分别提高

9个、12个、37个、59 个位次。特别是 2008年,煤炭产量突破 4000

万吨,营业收入达到 597亿元,实现利税 77.7亿元。  

2008年 12月 5日,河南省委、省政府立足中原崛起大局,作出了对

原平煤集团和原神马集团实施战略重组、创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决

策部署。集团重组成立以来,坚持“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加快实施

“三个转变”, 并持续丰富提升为“四个转变”发展战略，构建了涵

盖煤炭、化工和新能源新材料的产业体系,实现了煤炭产能 5000万吨

级的重大跨越,尼龙 66盐、工程塑料产能亚洲第一,工业丝和帘子布产

能世界第一;构建了全球煤化工行业到尼龙化工行业最完整、循环经济

特征最明显的产业链条。重组之后，集团经济总量大幅跃升, 2010年

实现了收入千亿跨越,排名中国企业 500强第 74位。2011年历史性跨

入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双千亿”企业行列。2020年,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已成为一家以煤炭、化工为主营业务,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

跨国经营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遍布 9个省区,产品远销 40多



7 

 

个国家和地区,与 40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旗下拥有平煤股份、神马股份和易成新能 3个上市公司和 7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形成了以煤焦、尼龙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为三大核

心产业的格局，拥有主力生产矿井 35对, 煤炭年洗选能力增长到 2960

万吨，精煤年产量增加到 1200万吨，焦炭年产能位居全国第一；尼龙

化工产业年产能发展到 135万吨，国内第一、世界一流尼龙化工产业

基地规模效应逐步显现；盐化工产业年产能发展到 460万吨；大规格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年产能达到 10万吨。 

回望 65年的创业历程，集团发展与改革创新血脉交融：建矿以来，

先后完成了从矿务局到公司制改制、从国有独资到多元产权、从厂矿

管理到公司管控的重大变革。近十几年来，不失时机推进事关全局性、

战略性、根本性改革，在发展理念、产权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突破，特别是率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取得显著成效，混

改经验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典型案例并向全国推广。产业结构

更趋合理、产业体系日益完备,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民生建设持续推进,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企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

人振奋的成就。进入新时代，集团正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加快高

质量转型发展，努力向着营业收入突破 2000亿元，利税超百亿元，挺

进世界 500强的目标迈进。 

党领导抚顺煤矿开展“工运”斗争 

抚顺矿业集团 张金文 

抚顺是一个由煤矿矿区发展成的重工业城市。早在 20年代初,这

里就聚集着数万名产业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抚顺煤矿工

人工资低、工时长、劳动条件恶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终日挣扎在

死亡线上。为了生存,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力,他们一次次奋起反抗,据统

计,1916—1926年 10年中,抚顺煤矿工人罢工斗争 35起,而且呈现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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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这就为党在抚顺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十分关心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抚顺煤矿工人运动得到了党的

领导，抚顺煤矿工运斗争蓬勃发展。 

1927年 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并成立

了满州临时省委。机关设在沈阳。满州临时省委成立后，把抚顺作为

党的活动中心区域之一，省委主要成员、工运部长王立功负责开辟抚

顺的工作。王立功深入抚顺矿山，联系群众，发展组织，秘密从事革

命活动。1927年冬，满州省委专门派省委委员王仁斋来抚，从事工人

运动。1929年初，派杜省物和王立功一起到西露天矿秘密接触工人群

众，寻找线索，开展党的工作。同年 8月 3日，满州临时省委发布 20

号通告，对工运工作做了指示，通告说：“……抚顺的党应当善于利

用资方所设立的矿工俱乐部”，“须注意铁路工人、煤矿工人，职委

最近须派人到南满……铁路及抚顺、本溪各矿去寻找线索”。1929年

春，派王振祥、张贯一等派到抚顺煤矿，当时以老虎台、古城子等矿

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红色工会，织组工人斗争。1929年 4月，

抚顺正式成立了特支。满州省委派王鹤寿来抚顺。任中共抚顺特支书

记。王鹤寿到抚顺后，以矿区为重点，深入到各矿厂，建立党的外围

组织——互济会，以联系群众，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团员和工会会员。

此后，煤矿工人的罢工运动得到了党组织的积极影响和引导。在日寇

对东北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调查资料中记载：“1929年 3月派了王振

祥、张贯一两名骨干来到抚顺，秘密地在抚顺古城子运输系当连接工

进行潜伏，经常宣传共产主义并发展了很多党员。……从那以后，抚

顺煤矿约有四万劳动者的思想更加恶化，经常以反抗的态度来对付日

本人，不知何时就要爆发劳动争议，形势是非常严重的。”1930年 6

月，满州省委又派张干民来抚顺工作，并指示他参加生产，深入群众，

发展党员，发展赤色工会会员，提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发动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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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张干民到抚顺后，便到古城子当工人，以古城子、

北大井、东乡坑为中心，开展工作，重点做古城子工作。经过努力，

很快在古城子发展了李鹤年，在东乡发展了朱东山，在大井发展了采

煤工郝金贵。经党员选举，张干民任书记，这时抚顺尚未成立干事会(支

部)，只有一个书记，党员全都参加生产，活动在矿工群众当中。在发

展党员的同时，张干民等人发展了赤色工会会员 30余名。1930年 7

月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郝金贵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抚后，决

定在抚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职工会（简称抚顺赤色工会)，很快

又发展了四五十名会员，并在古城子召开了抚顺煤矿工会成立大会。

经民主选举，郝金贵为抚顺煤矿工会主席，委员有张干民(兼秘书）、

朱东山、李鹤年。在工会组织发展的同时，党组织也在发展壮大，到 8

月初抚顺已有 14名党员。根据满州总行委的指示，在古城子召开了干

事会成立大会，经党员选举，张干民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委员有朱

东山（负责农民工作）、李鹤年（负责宣传）、郝金贵（负责工会）；

抚顺特支下设三个支部：古城子支部（书记李鹤年）、大井支部（书

记郝金贵）、郊区农村支部（书记东山）。李爱民负责团的工作。 

干事会成立后，抚顺“特支”积极发动或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当

时主要领导工人闹大柜和把头作斗争。古城子和大井两个党支部，分

别发动工人和把头算帐，要求把头将克扣工人的工资交出来。大井工

人在郝金贵的带领下，包围了大柜，痛打了蛮不讲理的管帐先生，并

把他们交衙门收审，最后把头不得不赔偿了工人的损失。古城子党支

部组织工人开展大罢工，日本人进行阻止，罢工工人一齐把帐单拿出

来，揭发把头克扣工人工资的罪行，向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们

理屈词穷，也不得不让把头给工人补发工资。此外，特支还组织工人

打鬼子、分饭房等活动，维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给敌人以有力的打

击。随着各项工作开展，党的组织也在逐步发展壮大，到 9月份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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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5个党支部，其中有三个矿山支部，一个发电所支部和一个农村支

部，全市计有 30余名党员，五名团员。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到 11月

初，中共满州省委主要成员林仲丹(又名陈子真，化名张春山)亲来抚

顺巡视工作。由于叛徒范青(又名胡捷三）告密，林仲丹返沈途中，在

深井子火车站被敌人逮捕。当晚县委成员张干民、李爱民和省委特派

员杨一辰等在县委机关驻地被逮捕，中共抚顺县委被破坏。 

 “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中共满州省委书记杨靖宇为了把抗联的军事斗争和城市

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南满地区反日斗争的新局面，便派当时在

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张佐汉来抚顺，开展抚顺地区的

地下党工作。1936年 2月来抚后，张佐汉首先找到营盘南城子后小学

的亲属，并深入开展抗日斗争的宣传，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

抚顺支部，直接隶属于中共满州省委领导，机关设在抚顺河北二道房

子党员王绍纯家中。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党员大部分是工人，党的主要工作放在八大矿、制油厂、学校及各产

业部门。1937年 4月根据南满省委指示，抚顺支部改为抚顺县委，当

时共有党员 10人。8月南满省委联络员王品三提出抚顺县委废止，成

立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仍为张佐汉，组织委员苏振久，宣传委员王绍

纯，常委周鼎仲，特支下设四个支部。抚顺特支改组后，周鼎仲分管

矿山组织发展工作，任抚顺煤矿采煤所书记，他与同仁王恒庆、冯世

贤两人先后两次到煤矿讲解时局问题，使周围矿工群众的觉悟有一定

程度的提高，发展和扩大了党组织，对工人的反抗运动起了组织引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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