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6 月 19 日，由涟邵矿业集团、白沙煤电集团、资兴矿业
集团、长沙矿业集团、湘潭矿业集团、辰溪煤矿等 6 家国有煤炭企
业组建的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挂牌。

6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干部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湘煤集团安全生产、改革发展、资源控制、内部
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重大进展。

湘煤集团组建以来的 6 年，是把握机遇、锐意进取、敢于超越，
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的 6 年；是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迎接挑战，企业
实力不断增强的 6 年；是励精图治、加快发展、敢于担当，企业地位
不断提升的 6 年；是矿山面貌大变，员工收入增长，企业和谐和美
不断增进的 6 年！

打造湖南能源保障主平台。 做强做大湘煤集团，打造湖南省能
源保障主平台！ 这是省委、省政府站在全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
高度，作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

6 年来，湘煤以建设全省煤炭工业龙头企业和基础能源供应的
主力军为目标，致力于“主平台”的筑造。 已跻身全国煤炭百强企业
和全国煤炭产量 50 强企业，现旗下拥有全资、控股子公司 36 家。
地跨湖南、贵州、新疆 3 省区，拥有煤矿总数 60 个，煤炭资源控制
总量超过 110 亿吨，对全省煤炭形成较强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
力。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披荆斩棘书写湘煤辉煌。 在积弱积贫的基础上起步，浴火重生。
资产总额由 40 亿元增至 114.51 亿元，增长 186.3%；
净资产由 18 亿元增至 45.12 亿元，增长 150.7%；
煤炭产销量由 658.58 万吨增至 1002.31 万吨，增长 52.19%；
营业收入由 30.11 亿元增至 86.2 亿元，增长 186.3%；
利税总额由 18999 万元增至 122357 万元，增长 544%；
在岗职工人均工资由 17047 元/年增至 36915 元/年 ， 增长

116.5%；其中采掘一线人均工资达到 41085 元/年，增长 130%。

安全生产纪录连年刷新。 湘煤集团成立以来，把安全生产当作
头等大事来抓，从各个层面和环节把住安全关口。 从 2007 年开始，
湘煤集团在全国首创干部下井带班日记制度， 并且从资金上加大
对安全的投入，从安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力改善，坚定不移地走科
技兴煤之路，“打造本质安全型矿井”。 目前，全集团采煤机械化率
较集团成立之前提升了 20.76%， 掘进机械化率较成立之前提升了
30.45%。

“煤矿不仅可以做到不死人，还可以做到不伤人”，湘煤集团连
年刷新湖南煤矿安全生产历史纪录。 连续 5 年实现安全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百万吨死亡率 “三下降” 目标，2010 年百万吨死亡率
0.638，低于当年全国煤矿平均水平 0.749，创湖南国有煤矿安全生
产历史最好水平。 截至目前，集团公司省内有 44 对矿井，已实现连
续安全生产 1000 天以上。

合六为一，握指成拳。 组建湘煤集团，开创了湖南基础能源产
业优化配置的先河。 湘煤依靠改革改制，脱胎换骨。

湘煤集团成立后，实施“五统一”管理，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推
行三项制度改革，向管理要效益、构建起高效的管理流程。 尤其是
利用国家政策，组织实施改制重组、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 以
充满魄力与智慧的改革改制， 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集团的资产质
量，为集团公司的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运作与非煤产业风生水起。 6 年来，湘煤集团、黑金时代
及下属子公司从资本市场累计融资达 40 亿元，其中股权融资 34 亿
元，企业债融资 6 亿元。 黑金时代连续两年位列省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库榜首，自 2011 年 1 月 25 日正式进入上市辅导期，上市辅导工
作得到省证监局重点推介。

“以煤为主、有限多元、综合发展”。 湘煤集团立足煤炭主业，积
极进军高科技领域：打造中国最大的 LED 蓝光芯片企业、打造成江
南最大的洁净煤生产中心、江南最大的煤炭物流交易中心，建设中

国南方煤机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党建工作促进和谐发展。 湘煤集团成立以来，紧紧围绕集团公

司发展战略，以创先争优活动和党委主题活动为主线，始终坚持把
党建工作融入企业中心任务，努力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有力
促进了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面进步， 为推进集团公
司科学和谐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企业文化的硬实力。 “人才荟萃、湖南十强、百年湘煤” 的企业
愿景，“严细、求实、拼搏、创新” 的企业精神，“以人为本、科技先导、
战略引航” 的企业理念，“一切为了效益、一切为了员工、一切为了
发展” 的企业宗旨。 “做一个谦卑的人、礼让的人、宽厚的人、合作的
人、道义的人、感恩的人”既是湘煤人的坚韧不拔和胸怀睿智，又是
湘煤文化的特有内核和独树一帜的理念。

全力履行社会责任。 6 年来， 湘煤集团不断提高履行社会责
任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履行社会责任，为建设和谐矿区和湖南富民
强省贡献了力量。

2008 年特大冰灾期间，全省电煤告急时，湘煤集团挺身而出，
在自身遭受严重灾害，绝大多数对矿井停产的情况下，电煤供应量
占到全省的 90%。 2008 年夏天，全省电煤再度吃紧，集团公司又
一次毫不犹豫担当起电煤供应的急先锋。 2009 年、2010 年，调煤保
电同样责无旁贷地落在湘煤。 2011 年， 全年供应省内电煤 351 万
吨，完成省政府下达调煤保电任务的 111.5%。 连续 5 次获得“全省
调煤保电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6 年的风雨历程，6 年的激情演绎。
走遍三湘大地，穿行黔灵山水，跨越天山南北。 30 万湘煤人正

以饱满的热情和满腔的智慧，辛勤的汗水，投入“百年湘煤”的伟大
事业中。 一个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竞争能力
强、发展前景广阔的综合性现代化企业集团，不久将展现在世人面
前！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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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各矿区安全生产管理局、所属企业：
近年来，集团公司广大干群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正

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忠诚奉献，开拓创
新，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与稳定之中，在实现集团公司又好又
快发展和构建和谐湘煤的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员工。 为弘扬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更好地调动
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集团公司党委、董事会、工会研
究决定，授予黄奂果、周向志、王作成、房国钦、梁爱清、王小军、廖

矿生、向韶山、刘兴淼、彭 峰、邓忠平、邝光生、李检明、张敬阳、雷
建新、廖池高、刘德文、喻伯端、刘德生、袁启红、陈谊、蒋贤华、余
菊华、杨智勇、邹海龙二十五位同志为集团公司劳动模范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劳动模范，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发扬成绩，继
续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面对集团公司发展的新形势、新任
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实现集团公司跨越式科学发
展再立新功。

希望全公司广大员工要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岗敬
业、争创一流的拼搏精神；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进取品

格；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们热爱湘
煤、扎根矿山的赤子情怀，进一步坚定信念，忠于企业，为推进集
团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 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更加尊重劳模、关爱劳模，在广大员工中积极营造“劳动光荣、
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员工为将
集团公司打造成为全省能源主平台而努力奋斗！

2012 年 6 月 19 日

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表彰劳动模范的决定

黄奂果

长沙矿业公司
周向志

周源山煤矿
王作成

白沙实业公司

房国钦

资兴实业公司

梁爱清

金竹山矿业公司
王小军

牛马司矿业公司

廖矿生

洪山殿矿业公司

向韶山

长沙矿业公司

刘兴淼

辰溪矿业公司

彭 峰

周源山煤矿
邓忠平

宝源矿业公司
邝光生

马田矿业公司

李检明

湘永矿业公司

张敬阳

街洞矿业公司

雷建新

嘉禾矿业公司
廖池高

南阳煤业公司

刘德文

红卫矿业公司

喻伯端

白山坪矿业公司
刘德生

兴源矿业公司

袁启红

湘潭矿业公司
陈 谊

贵州湘能实业公司

蒋贤华

新疆能源公司

余菊华

湘煤洁净煤公司
杨智勇

湘煤立达重装公司
邹海龙

长沙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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