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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宏河集团第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
代会） 暨 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横河煤矿职
工礼堂召开。
（TUV W）

深化改革谋新篇 提质提效创佳绩
群策群力开创宏河控股集团发展新局面

—集团第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代会） 暨 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摘要）
——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张
（2020 年 1 月 19 日）
2020 年是集团各单位全面推行预算
管理的起步之年，是集团“部室提效率、
公司提效益”的双效提升关键之年，也
是全面启动宏河改革创新、推进集团流
程再造、加快集团转型升级、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年。
这次集团第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代
会） 暨 2019 年总结表彰、2020 年工作安
排会议，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各级
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两会”精神，分
析集团当前面临的形势，回顾总结集团
2019 年工作，查摆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安排部署全集团和各单位 2020 年工
作思路、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保障措
施，审议通过有关工作事项，对 2019 年
各单位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奖励。全面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

干部职工，认清机遇挑战、提升发展标
准，以建设省内一流绿色能源控股企业
为全体宏河人的共同愿景，齐心协力推
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资源
共享、管理规范、运营高效、充满生机
活力的现代化国有控股集团。
一、务实作为砥砺㛑本FGHIJ
K杄MNF 2019 五O作PQNRS
2019 年是全体宏河人推进集团转型
升级、改革发展爬坡过坎、协力同心拼
搏进取的一年。围绕推进集团公司改革
创新、实现企业良性经营发展目标，集
团采取了许多得力举措、取得了良好成
效。在去年底集团召开的务虚会上，集
团公司党政班子成员、煤矿和各公司主
要负责人、集团各部室管理人员共同讨
论汇报了 2019 年生产经营指标完成情

编 者 按： 集 团 第 五 届四 次 职 代 会
（工代会） 暨 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近
日在横河煤矿召开。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张文在会上作了题为 《深
化改革谋新篇，提质提效创佳绩，群策
群力开创宏河控股集团发展新局面》 的
集团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集团工
会主席、副主席，审议通过了集团工作
报告、2020 年安全工作要点、2019 年
综合目标考核情况和 2020 年任务目标
及考核政策方案、集团对外合作项目等
事项；红旗煤矿、圣琪生物、横河煤矿
三个单位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会上签
订了综合目标责任书，对 2019 年各单
位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
表彰奖励。大会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各级
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精神，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提出了集团
2020 年工作思路、工作目标、工作重点
和保障措施，动员集团各级组织和广大
干部职工，认清机遇挑战、提升发展标
准，以建设省内一流绿色能源控股企业
为全体宏河人的共同愿景，齐心协力推
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立足新起点，创造新业绩，全体宏
河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为贯彻落实
好这次大会精神，本报特推出“集团第
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代会） 暨 2019 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专刊”。希望全体宏河
人在集团党政的坚强领导下，群策群力
谋发展，锐意进取干事业，为把宏河控
股建设成为资源共享、管理规范、运营
高效、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国有控股
集团，推动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再
上新台阶而共同奋斗！

文

况、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不足和下步
打算。各单位围绕集团改革发展大局和
各自工作目标任务，分别做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许多明显成效，工作中有许
多亮点，这里不再重复。大家结合集团
发展形势，围绕集团 2020 年工作共同集
思广益汇聚智慧，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工
作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在新起点上创造
新业绩的广泛共识，为集团今年各项工
作开好头、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 集团实现总体稳健运行，企业
呈现蓬勃发展新局面。一年来，面对企
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各项任务，集
团公司党政围绕企业党的建设、资源整
合、招商引资、对外合作、项目签约，
围绕集团宏观架构、管控模式改革升级，
筹措资金、强化运营、提升管控，洽谈

合作、促进整合、共谋发展，持续提升
企业管控效能和发展质量。各职能部室
围绕安全生产技术管理、集团财务管理、
企业经营运行、环保节能管理、信息化
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学习型企业建设、
反腐倡廉和企业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
充分发揎部室职能作'，不(提高集团
)合管理簴敳。集团各项工作总体搙好、
-.推进，企业/现出.0运营、不(
提升、12搙上的良好发展3势。
（二） 资源整合驱动创新发展，对外
合作工作取得新突破。一年来，集团4面
许多工作5别是对外6合整合资源、招商
引资项目合作等7面有不8亮点92019 年
在市:市政;的大力<持下，通过前=多
次与慖矿集团对@洽谈，集团公司成AB
管慖矿集团内托D文E （下转杋 2 版）

坚持走产品差异化发展之路
全面提升圣琪公司核心竞争力

—集团第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代会） 暨 2019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表态发言 （摘要）
——
圣琪生物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孟庆祥
2020 年，公司 G H“以 党建 满怀信心，推动全员自觉主动的s力 降低生产费'，毫不动摇坚持成P、
为IJ、以安全生产和环保K标为基 量汇聚刱完成目标任务上来，搙时间 一次合格率等目标考砸，提高原辅包
础、以加强精益化管理为LM、以技 要产量、搙困}要O量，发揎职工的 ^'率，降低簴电气消耗；③降低两
术创新为动力、以强化市N营O为保 最大贡献率，保证各项目标任务的全 金占'，最大限b压缩应笶账款，合
理安排库存，提高资金^'效率。
障”的工作思路，以“安全、质量、 面完成。
四、 内练k体F外塑ZS F做
成P、交付”四大目标为工作 总S
二、j实kl、mnopFqr
L，T出经济效益中心，内S管理、 stuvwxiqr 在全年的工作 好“y个q高”“两个优n”iqr
在新一年的工作中，发揎优势、淘
外拓市N，加大技术研发，提升公司 中绩续细化以制b为约束的考砸管理
砸心XY力，Z保全面完成集团下K 体系，以员 工的岗位流 程、 过程 控 汰劣势，对内对外重新树立朣m公司
的 2020 年O攮笶慭、生产任务和^ 制、工作质量等为砸心，不(完善. 品牌形象，做好“三个提高”“两个
全各项管理制b，细化、量化岗位责 优化”工作9①提高东区产能；②提
_^`等各项指标a
为Z保年b任务目标顺^完成， 任，做刱以制b管理员工、以制b考 高西区产品质量，s提供-定合格的
公 司 d 足 干 e 、 全 力 f g ， 在 砸员工、以制b奖励员工，形成一套 产品作为公司常S不懈的重要工作内
2019 年第四hb工作取得Ti的基 标准规范的基础管理流程。在此基础 容；③提高全员工效，降低单位产量
础上，绩续-牎-打、创新发展，奋 上qr 重点完善三项考砸9①生产 人工费'，力Y人工效率提高 15%；
力开创朣m生n转型升级、op发展 中心降单耗；②配7优化降费'，通 ④优化产品包装，降低包材费'；⑤
新局面，主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9
过配7优化降低直@生产成P，通过 优化产品种类，坚持走产品差异化发
一、 XYZ㒞F\]^_FJ 引进外智 ，提高公司科 研和 创新 能 展之路，努力进行创新发展，提高产
`abcdefgh]iqr sP 力；③O攮提效益，以O攮人员的考 品的市NXY力。
次会议的精神t输刱公司篏一吀员工 砸7案为SL，扩大O攮规模，提升
在新的一年里，朣m公司 紧跟
心中，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精神食粮 公司整体效益。
集团发展步伐，s发展战略落实刱行
y、 MNz{、|}m~F 囊 动上，s运营成效落实在~加笶慭、
和笻坚態}的坚强动力，~强员工的
责任•和主人翁意识，正Z的认识刱 低生产经营b本i 2020 年qr 建 降低生产成P、提升企业效益上，'
公司的发展和大家自身的^益息息相 立.全生 产经营动3分 析制 b， 以 “雷厉风行、严格执行、 真S 实干、
关，从而使全体员工从开局之时就形 “产量为中心，产供O并重”的原则， 马上就办”的工作3b书写朣m公司
成在思想上要知}而进、在思想上要 做刱三个降低9①降低采购成P；② 2020 年的壮丽篇章a

煤矿。目前，文E煤
矿B管运营团队正在加紧办理矿井重新
启动生产前的各项L续和设备招标、生
产系I整改及管理制b汇编等工作；通
过前=走出去多7寻找商机，集团与江
苏协鑫、青岛瑞源、深圳维也纳国际酒
店和鲁抗医药 4 家企业也分别K成项目
合作9江苏协鑫公司年内顺^B管集团
宏矿热电公司，协鑫公司派出精干管理
人员，在集团的大力配合下，仅仅'了
11 天时间，就完成了新的管理团队搭
建、工作交@和员工X聘上岗，创造了
集团签约合作项目落地实施的“协鑫速
b”。协鑫B管后减8'工 70 人，充分
体现了民营企业运营管控机制的精简高
效，为集团下步提质提效发展树立了标
杆；青岛瑞源集团与集团K成智慧n业
合作项目，^'集团n业管理的泉兴等
大型社区资源，深耕n业管理市N
集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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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荐文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重要前提。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推
动集团向各项奋斗目标加速奔跑，就必
须要有“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意识。
2020 年，集团各煤矿和非煤公司，
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
集团工作安排，清醒研判形势，扎实谋
篇布局，对各项经营指标进行 “目标
再提升”
。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影
响，面对集团下达的新任务、新指标，
集团各经营实体要迎难而上、精准发
力，增强努力拼搏开拓、奋力跳起来摘
桃子的进取意识和实干能力，群策群力
求突破，全力争取今年营业收入、利
税、利润总额实现同比更高增长的更好

业绩。
精神状态，是一种追赶超越的工作干劲
前行之路从无坦途。我们靠什么攻 和完不成任务决不罢休的坚定信念。
难点、补短板，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实现
奇迹是创造出来的，潜力是激发出
2020 年的主要经营目标？又靠什么完成 来的，这齐坚光坚坚齐斗孟坚光希专齐好齐斗管齐好齐斗堂齐立活期足齐斗坚光
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
答案就是——
—不断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
意识。前行的道路上，我们迫切需要拿
出争创一流的进取意识，奋发有为的工
作状态、敢闯敢试的昂扬斗志，让“不
断跳起来摘桃子”成为集团奋力发展的
新常态，成为宏河人干事创业的标配。
强化进取意识，就要主动出击、主
动作为。跳起来摘桃子，就要一鼓作气、
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乘势而上，不摘
到“桃子”决不罢休。进取意识体现的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是一种“精气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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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河集团党委 山东宏河集团
关于表扬奖励 2019 年度集团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2020 年 1 月 19 日）

过去的 2019 年，是集团爬坡过坎、
笻坚態}的一年，更是-步发展、锐意
改革的一年。一年来，集团党:行政以
习近敳新时代中国5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市:、市政;的坚强J导下，
在上级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持下，
团结带J广大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拼搏创新、砥砺奋进，'汗簴
浇t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態服了在
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和企业发展中的一
系列重大困}，保持了集团-步搙好发
展。在党建7面，坚持以党建为IJ，
持续推进从严管党治党，以提升基4党
组织组织力为目的，深慭打造“宏心搙
党、聚力成河”党建品牌，深慭实施
“融慭式党建”、“党建 +”创新工程；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结合实际、I

筹谋划、精心组织、广泛参与，推动了
主题教育牎实深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受刱深刻洗
礼，~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
气神得刱提振，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3。在安全管理上，GH “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S共管、失职追责”
的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
化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先后开展
了重点节假日5殊时M安全专项督查、
煤矿安全盯守、安全生产能力提升“七
个一”专项行动、迎@建国 70 周年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安全生产“打非
治违”专项整治行动、安全生产集中整
治行动、总值班组“周周查企业”等一
系列活动，S牢安全主线，夯实安全基
础，实现了 2019 安全生产年；在企业

发展7面，围绕“保持宏河集团-定运
行、-.发展，防控企业各类风险”，
做好企业I筹发展。坚持6大6强，对
外合作6合，积极推动宏河与上市企
业、行业先进企业、省市大企业集团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汇聚协同发展合
力，5别是煤炭主业走出去战略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在生产经营管理7面，坚
持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升精细
化管理为基础，围绕“安全、质量、成
P、交 付”， 大力 推行“ 6S” 现 N 管
理，集团及各单位现N管理和精细化管
理有了大的改善，集团整体工作/现良
性发展、-中有进的良好局面。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市:市政;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持，离不开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
努力，在一年的工作中，集团各单位涌
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扬先进、d舞士气、推动工作，
经研究决定，对横河煤矿等 7 家先进单
位和 20 个先进集体给予通报表扬；对王
E喜等 10 吀同志授予“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对蒋邦磊等 10 吀同志授予“安全
生产标兵”荣誉称号；对渠祥生等 20 吀
同志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对任培华等 135 吀同志授予“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对刘云涛等 32 吀同志授
予“先进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
希望受刱表扬奖励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再
厉、再创佳绩。同时，号召全集团广大
干部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在新的一年
里，振奋精神、勇于担当，只Y朝夕、
不负韶华，努力开创集团安全发展、转
型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局面，为q市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集团 2019 年度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个人表扬奖励名单
一、先本单位 （共 7 个）
横河煤矿、山东恒屹工贸有限公司、邹
城市宏城置业有限公司、邹城恒海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邹城市宏太n流有限公
司、山东鲁南电商产业园有限公司、宏
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先本集体 （共 20 个）
1、横河煤矿 （6 个）9采煤一区、仓储科
掘进二区、运转工区、通防科、车队
2、红旗煤矿 （4 个）9技术科、生活科
运输工区、掘进工区
3、朣m 生n公 司 （2 个）9酵 母生产
部、财务部
4、恒屹公司 （1 个）9同创洗煤厂
5、宏矿热电公司 （1 个）9生产管理部
6、宏城置业公司 （3 个）9)合管理部、
园区n业项目部、宏河清洗服务中心
7、鲁南电商产业园 （1 个）9创业服务
办公室
8、集团 机关部 室 （2 个）9网 管宣传
科、融资中心
y、劳动模范 （共 10 人）
王E喜、许 涛、许 敏、孔庆防
许 峰、张 涛、常士^、宋海矿
王来態、崔俊华
四、安s生产d兵 （共 10 人）

蒋邦磊、翟朝华、高发龙、 欧传p
骆跃朋、翟显军、张传亚、赵云超
杨凤敏、刘 兵
五、优秀共产党t （共 20 人）
刘代苓、刘启华、董红军、李先军
徐士锋、渠祥生、董衍军、敳春^
秦贞东、孟庆立、韩 伟、冯绩春
谢龙华、董秀喜、张恒胜、王 建
程一凡、邹文龙、孙珊珊、王 静
六、先本O作者 （共 135 人）
1、横河煤矿 （37 人）9
任培华、程 军、刘成峰、王洪卫
赵 坡、李海滨、柴瑞龙、陈洪生
M广超、卢兴涛、侯红霞、张 .
徐步东、巩生钢、曹广伟、生兆新
黄怀刚、周文斌、徐士粟、张红梅
夏兴同、宗西E、许胜坤、王 强
鲍何明、路长龙、王 伟、孔维华
谷 涛、翟显会、胡传友、杭中磊
杨非非、付岩海、刘 芬、路志勇
刘延坤
2、红旗煤矿 （24 人）9
谢国庆、黄宝臣、王登桥、刘 存
董朋朋、孟祥然、许开禄、邵长铸
陈 伟、马志城、郭 帅、高先洋
商荣涛、张红丽、朱P州、孟令朝

刘绪堂、李 伟、张奉杰、张 棋
黄 芳、徐 伟、盛娟娟、宋瑞坦
3、朣m生n公司 （14 人）9
朱建明、邓 飞、谷兴旺、孔维態
路志莉、张 强、齐 飞、陈晓敏
卢成通、宋志成、常法聪、李 腾
李 涛、孙 颖
4、恒屹公司 （3 人）9
孙 斌、张国敳、刘 林
5、宏矿热电公司 （5 人）9
邵 艳、左计龙、董 勇、王 静
孟 超
6、宏城置业公司 （19 人）9
董 茹、李丽华、刘 静、刘 涛
石丙^、任福网、王態胜、于凡印
周倩倩、韩 燕、相 苓、李丽丽
王文娟、任 朋、李 .、姜宪春
孟颖华、钱 宇、赵守峰
7、房地产公司 （1 人）9 顾 瑞
8、宏河百^公司 （1 人）9黄 超
9、恒海装饰公司 （1 人）9 郭 蕊
10、鲁南电商产业园 （2 人）9
周长青、张 迪
11、宏太n流公司 （1 人）9孔德均
13、集团机关部室 （9 人）9
扈祥立、史新丽、秦 颖、赵宜青

樊 萌、王 .、曹守龙、孔 伟
刘小童
14、文E煤矿 （2 人）9秦士新、王海涛
15、参加市级以上各类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获得荣誉人员 （16 人）9
（1） 横河煤矿9张 涛、石 昆
贾宝启、赵建设
（2） 红旗煤矿9刘永青、郑庆华
王E彪、谢 磊、姚 伟、周 燕
（3） 朣m生n公司9马文龙、姜广钢
（4） 宏矿热电公司9王厚海、张明轩
刘 杰
（5） 宏城置业公司9李新E
七、先本管理O作者 （共 32 人）
刘云涛、曹春锋、赵于弟、李 虎
解E国、李新政、孙春阳、孔 涛
张清彬、刘洪河、李 宁、胡振华
李伯金、孔卫国、程宪法、许 兵
董龙苍、梁德东、刘兴军、步 涛
王仰金、谢召敳、赵志峰、程 剑
胡金元、韩光民、庄传乔、丰建设
孟德民、张宪政、沈文簴、刘传伟

为实现集团公司安全高效发展贡献红旗力量
——
—集团第五届四次职代会 （工代会） 暨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表态发言 （摘要）
红旗煤矿党总支书记、矿长 白林峰

2020 年是红旗煤矿提质~效、实现
二、科学组织生产F抓好长远规划。
长远发展的关键一年。qr 坚决落实 合理调配 3212、3161 及现有各工作面的
集团公司年b工作部署要求，重点S好 开采顺序，优化生产组织，Z保当前正
以下工作9
常@续，Z保年产量不低于Z定目标，
一、加强安s管理F杜绝轻伤以上 并为中长=@续创造空间。年内报请上
人身安s事故和较大以上非人身事故i 级主管部门重新砸定生产能力，力Y由
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45 万吨提高刱 90 万吨，为 32 采区深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学法规、S落 开采、北翼开采提前储备产能。上半年
实、强管理”活动为SL，标P兼治、 完善 32 采区深部开采的各L续、各系
笻坚態}，牎实推进红旗矿安全治理体 I，下半年进行 32 深部工作面的施工，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一是S好风险管控 完成北翼开采7案的修编。
及隐患治理。二是S好责任制落实。三
y、qx增效、增收节支。根据红旗
是S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四是狠反 煤矿新近出台的 《加强材料管理的规定》、
“三违”
。五是严考砸促落实。
《修旧^废节能降耗管理办法》、 《资源回
地址：山东省邹城市仁政{ 266 号宏河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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笶考砸奖惩办法》 等，严格使'、采购、
供应、仓储管理，降低生产成P、压缩库
存，d励修旧^废、重复^'，搙管理要
效益；充分发揎技术就是生产力的作'，
大力挖掘人力资源，优化开拓布局，优化
各个环节，最大限b的减8风险管控及隐
患治理成P，开采及<护成P，搙科技要
效益； 加强煤质管理，提高原煤慭洗比
例，转变思路，由单一的煤炭生产、O攮
搙煤炭生产经营转变，搙经营质量要效
益。多7面、全7位S好提质~效、节能
降耗工作。Y取 2020 年吨~笶节< 1000
万元以上，吨煤直@成P下降 20 元以上。
四、q高stwx、\^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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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_。以推进党建、廉政工作为IJ，
加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和培养，改进工作作风，倡树新风正气；
绩续开展•恩宏河、宏河六问活动，开
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改进
职工衣食住行条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打击侵害职工^益的行为。激励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给那些敢担当、有作为的
同志提供舞台，让那些兢兢业业、勤勤
恳恳的老黄牛得刱实惠。全矿上下一条
心、一股e，凝心聚力，坚决完成集团
公司下K的工作目标，为实现集团公司
安全高效发展贡献红旗力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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