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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冀
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
中股份”）年产 20 万吨玻璃纤维池
窑拉丝生产线项目日前在位于河北
省的沙河市经济开发区全面开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最大
玻纤生产基地。

据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 510
亩，总投资 21 亿元，主要产品为高
强玻纤产品，是冀中股份加快转型
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

玻璃纤维是一种能够起到增强
作用的新材料和金属替代材料，在
建筑、汽车、船舶、化工管道、轨道交
通、风力发电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
前景。

作为河北省最大的煤炭上市企
业，冀中能源集团核心子公司冀中
股份是一家以煤炭为主业的综合性
能源企业。自 1999年 9月 9日上市

以来，公司在着力做大做强煤炭主
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形成
了以煤炭为主业，涵盖煤炭、化工、
建材、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冀中股份不断加快高
质量发展步伐，确立了“内稳外扩、
联动崛起、扩能延链、育新突破”发
展战略，其中以玻纤为主的建材产
业是“扩能延链”战略的重要支撑。

目前，冀中股份正在积极与玻
纤行业协会、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
计院、武汉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以
及行业专家联合组建玻纤技术研究
中心。下一步，冀中股份还将瞄准
玻纤下游复合材料中高端应用领
域，研发符合行业前沿发展趋势的
产品，适时进入复合材料生产制造
领域，努力形成产学研用协同促进
的研发体系，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国内知名游戏开发企业游族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携两款顶级IP
改编游戏亮相全球四大游戏展会之
一的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这两款
游戏分别为移动游戏《圣斗士星矢：
觉醒》和网页游戏《权力的游戏 凛
冬将至》。

从去年 3 月份至今，在版号暂
时“冻结”、总量调控等一系列政策
影响下，国内游戏行业整体进入调
整期。研究机构“伽马数据”发布的

《2018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去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2144.4 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
创新低。

近年来，随着国内游戏市场增
速趋缓，国际化发展正逐渐成为业
界共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
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
际销售收入为 57.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3.8%，较去年同期增速有所
突破。

国际化发展的第一步是“出海”。
“ 与 一 般 国 际 间 流 通 商 品 不

同，游戏可以与用户、玩家深度交
互，即便玩家来自不同地区，具有
不同文化背景，也可以从游戏体验
中获得共鸣。我们将通过高品质
的合作与自研 IP 游戏项目，将中
国游戏研发、发行理念及中国文化
带给更多地区的玩家。”游族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发行副总裁刘
万芹称。

刘万芹告诉记者，游族网络希
望通过科隆游戏展向欧洲玩家和伙
伴传递“经典还原”理念。比如，此
次参展的游戏《圣斗士星矢：觉醒》
是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研发、车田正
美工作室正版授权的策略卡牌手
游。今年上半年，该作品登陆东南
亚地区，并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角色扮演游戏（RPG）
畅销榜中登顶。参加科隆游戏展
是这款游戏首度在欧美地区亮相，

目前游戏预约人次已突破 30 万。
游族网络方面透露，该作品预计于9
月份正式在欧美地区上架。

据刘万芹介绍，游族网络进军
海外市场已经有 7 年时间，在全球
拥有近 10亿用户，发行范围遍布全
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游族网络在海外市场的快速
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区域
化运营策略。”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国际化
发展的第二步——“落地”。

游戏上线前期，游族网络会针
对不同市场及用户做好前期调研。
以《圣斗士星矢》产品为例，在亚洲
大部分地区，“圣斗士星矢”IP 早已
深入人心。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
为 ，其 英 文 应 直 译 为“Saint
Seiya”。实际上，欧美很多国家和

地区在引进动画片时已经将其名称
确定为“Knights of the Zodiac（黄
金 12宫）”。为提高辨识度，游族网
络在欧美区域特意将 Knights of
the Zodiac作为副标题，并在 logo

设计上也作出了相应调整。
游戏上线后，游族网络还会根

据目标市场的文化制定本地化方
案。比如，“星矢”在世界各地不仅
会讲不同语言，还会过不同的传统
节日。为保证不同语言背景的玩家
在游戏内可以互相沟通，游戏还内
置聊天翻译功能，玩家可以跨越语
言限制一同组队下副本。

此外，游族网络还在东南亚及
欧美地区等重点目标市场设立独立
办公室，实行本土化人才策略。

伽马数据分析师滕华认为，此
前游族网络已通过头部产品验证了
其在大型多人在线、卡牌、模拟游戏
三大品类上的优势。目前，公司正
遵循区域化海外市场运营方式，精
细化运营海外市场。随着海外受众
对游戏接受度的提高，公司业绩有
望逐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玉门
油田开发建设 80 周年回顾与展望
大会日前在甘肃省酒泉市举办。作
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80 年
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玉门油田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1.93亿吨，生产原油3826.5万吨，加
工原油 7241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250 亿元、利税总额 245.63 亿元，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玉门油
田确立了“原油产量重上百万吨，高
质量建设百年油田”的发展目标。

“从现在起到‘十四五’期间，要紧抓
矿权流转和炼化转型升级重大发展
机遇，推动原油产量重上100万吨，

力争到 2039 年把油田建设成为油
气主营业务突出、经济效益良好、队
伍和谐稳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百
年油田。”玉门油田公司党委常务副
书记刘战君表示。

玉门油田开发于 1939 年，被誉
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新中国
成立后，玉门油田成为“一五”计划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撑起了我
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玉门油
田先后在勘探开发、石油炼制、企业
管理等方面创造了多项行业第一，
有力支撑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面对资源接替不足的困境，近年来
玉门油田努力加快“二次开发”步
伐，并积极响应集团公司海外发展
战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游族网络携两款顶级IP改编游戏亮相科隆——

高品质“出海”“落地”
本报记者 温宝臣

京津冀最大玻纤生产基地开工

玉门油田确立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游族网络认为，游戏产业国际化发展要分“两步走”。第一步，

“出海”，即通过高品质的合作与自研IP游戏项目，将中国游戏研发、

发行理念及中国文化带给更多地区的玩家；第二步，“落地”，即根据

不同目标市场的文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区域化、本土化运营

在河北省磁县申家庄煤矿院
里的温室大棚里，记者看到，一排
排钢架搭起的多层菌床上，白色双
孢菇如同一个个小馒头，白白嫩
嫩，煞是可爱。这茬双孢菇已经到
了采摘的档口，工人们忙着切菇、
洗菇、装筐，客商们则排队等候着
装车外运。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略显书
生气的王玉华是双孢菇种植基地
技术主管。他告诉记者：“基地内
一期30座智能大棚总占地面积36
亩，每年至少能布4次菌种，采摘近
30茬，产值在500万元左右。”

作为基地里的双孢菇“技术大
拿”，王玉华在两年前还是矿井中
的“测绘专家”。在企业彻底转型
过程中，他不仅完全掌握了菇棚
建设技术，还成了蘑菇种植的行
家里手。

由煤炭采掘“跨界”发展蘑菇
种植，这仅仅是申家庄煤矿彻底转
型的一个子项。在捧了几十年的

“乌金”饭碗被砸掉之后，这家全县
最大国有企业通过自主创业，在旅
游度假、生态农业、节能环保等三
大领域风生水起，蹚出了一条资源
枯竭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自力更生谋出路

2017 年 8 月 31 日，拥有 60 多
年历史的地方国有企业——河北
磁县申家庄煤矿，随着最后一批矿
工从400多米深的巷道内走出，正
式停产了。

对于申煤来说，过去一甲子走
过的历程无疑是辉煌的。公司于
1956年3月份成立，在磁县经济发
展中曾起到支柱性作用。仅“十一
五”以来，申煤累计上缴利税42亿
元，跻身全国煤炭百强矿、国家安
全高效一级矿井之列。

近年来，煤炭去产能工作深
入推进，申家庄煤矿被当地政府
纳入 2017 年度退出煤炭产能之
列。消息传开，矿里顿时“炸开了
锅”。“不挖煤了咱们还能干啥？”矿
工们慌了。

“掘地挖金”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企业不得不面对“矿井关停、矿
工失业、转型之困”三大难题，大量
职工的“饭碗”如何保障，企业又该
何去何从？

“现实让我们别无选择，只有
自力更生才能闯出发展新路。”河
北省磁县申家庄煤矿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军说。

转型首先需要“高站位”。在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6年5
月份，申煤党委成立“去产能和转
型发展政策研究领导小组”，认真
分析研讨独立工矿区专项扶持政
策和去产能特殊政策，根据磁县

“工业强县、旅游活县、城镇立县”
的战略布局，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

的路径。
为使企业少走弯路，决策层果

断地把关注点放到了“借智”上。
当时，他们邀请了来自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矿
业大学等机构和高等院校多位专
家学者前来献计献策。历经 1 年
的规划设计，一部20多万字的《企
业转型升级战略研究报告》出炉
了。该报告的核心是以“产学融
合、工农融合、多产融合”为发展思
路，以“旅游度假、生态农业、节能
环保产业”为重点产业支撑，打造
一家能够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新企业。

不久后，申煤组建了申美集
团，以全新的姿态走上了转型发展
之路。

“我们要顺应国家宏观政策导
向和发展趋势，向未来转型，做‘顶
天立地’的事情。”李军说，“顶天”
就是要在项目选择上紧紧把握国
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立地”就是接地气，
紧贴煤矿实际，将转型发展与构建
田园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与太行
山区精准扶贫相结合，闯出一条资
源共享、共同致富的路子。

推动产业结构由“黑”变“绿”，
发展重点从“井下”转移到“井上”，
业务框架从“一元”到“多元”——
如今，申美集团已建立起涉及新能
源、物流、畜牧养殖、农业开发、劳
务输出、建筑工程、苗木种植、天然
气等业务板块的8家子公司。

目前，申美正进入实质落地运
作阶段，即分阶段发展观光农业、
生态立体种植养殖、太行山区农副
产品仓储物流中心等绿色关联产
业，着力构建天宝寨田园综合体，
深度挖掘陶泉乡花驼村、西韩沟村
等的旅游资源优势，实施山区林
果、药材规模化种植和特色养殖。

“短短两年间，通过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一家以绿色产业为发展
目标的新型企业集团开始崭露头
角。”申美集团总经理耿冠华如是
总结道。

活化资源多产出

从申煤到申美，这条绿色转型
之路走得如此稳健而迅速，以至于
记者目光所及一片惊奇。

位于磁县西部太行山深处的
天宝寨生态旅游开发项目是申煤
转型发展的主战场。目前，天宝寨
生态景区建设如火如荼，已累计开
凿山地蓄水窖 20 座，建设扬水泵
站 4 处，铺设引水管网 45000 米，
植树70余万棵，绿化山场6000余
亩，沿线还打造了蝴蝶谷、鸟语林、
礼佛台、险峰天梯等 8 处景观带。
景区先后被评为“河北省 4星级农
业休闲园区”“河北省巾帼旅游扶
贫示范点”。

“企业转型并不意味着要与过
去一刀两断，原有的先进管理模
式、原来留下的生产装备等都要好
好用起来，这并不违背创新发展的
原则。”申美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在天宝寨景区观光步道施工
现场，原申煤采掘队长、现任景区
管理者索维国正带领工人紧张施
工。他告诉记者：“景区规划栈道
总长度超2500米。为节省工程费
用，这里的建设材料全部来自煤矿
升井点柱、槽钢、铰链、枕木，整体
工程是由我们自主设计，组织施工
完成的，粗算下来可以节省工程费
用4500万元。”

申煤“活化利用资源”的接连
落子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他
们对关停矿井相关设备实行公开
拍卖或租赁外包，实现资源再利用
价值最大化，为转型发展、职工安
置积蓄资金；另一方面，他们坚持
长短线项目结合，各转型项目交替
跟进、互补发展，多渠道拓展职工
安置空间。同时，申煤还积极鼓励
职工与微商、网商对接，与附近山
区百姓共同打造包括野韭菜、金小
米等在内的无公害农副产品品
牌。通过产业拓展，目前已有 500
多名矿工转型入职景区开发、农业
种植、节能环保等新工作岗位。

为促进快速转型、健康发展，
他们还积极创新改革制度。比如，
实施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打破原
来固化的工资核算标准，依据能
力、贡献大小和岗位技术含量、艰
苦程度将薪酬细分为 6个等级，领
导 层 作 表 率 ，最 高 工 资 降 幅 达

40%，关键岗位上有作为的中青年
职工月均工资显著提升；实施岗位
优化重组改革，本着“一线精干、二
线精简、三线压缩”的原则，将直属
部门由原来的 31 个调整到 14 个，
并将中青年骨干力量向实体项目
倾斜；实施一岗多专工作机制改
革，各职能管理部门人员精简交叉
办公，将有限人力充实到项目建设
第一线；统筹做好市场营销管理。
子公司百时得公司率先实施职业
经理人改革，外聘销售高管，依据
合同承揽量及履约率兑现薪资，
等等。

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申煤彻
底变了模样。如今，申煤开发的天
宝寨系列有机食品已成功上市；高
档羊肚菇种植大棚由 3 座扩展至
20 座，亩均产值 3 万余元；千亩艾
草产业基地第一季艾草在今年 5
月下旬喜获丰收；双孢菇种植大棚
基地产销两旺，建成半年实现销售
额120余万元，目前正积极谋划扩
建工程和深加工项目；百时得公司
被河北省科技厅授予“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被邯郸市知识产权局授
予“知识产权试点单位”。

带动百姓同致富

“以前，我们一家靠种地生活，
加上妻子长年卧病在床，日子过得
很艰难。”如今已成功脱贫的磁县
西韩沟村村民董生亮说，“自从申
煤前来开发生态旅游，我和儿子都
在施工队干活，每天有 200多元的
收入，也不耽误照顾妻子。能过上
这样的日子，我很知足。”

像董生亮这样因申煤成功脱
贫的农民，在当地还有一大批。

申煤领导层一直认为，企业要
更好转型，必须不忘初心，将自身
发展与当地群众的利益结合起
来。目前，千亩艾草、双孢菇种植
和天宝寨景区开发项目已被磁县
县委、县政府列入扶贫基地名单。

“我们不仅要让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还要让乡亲们过上美好
生活，这是申美集团追求的目标。”
耿冠华告诉记者，随着景区开发建
设不断推进，许多人返乡创业，在村
里办起了农家乐，很多“空心村”人
气大旺，变成了“实心村”、富裕村。

“走出巷道，另创天地，这不仅
需要勇气，更需要毅力。我们已经
跨出了关键一步，可以预见的是，
今后的道路不会平坦，只会更漫
长、更艰辛。既然看准了前进的方
向，就要坚定不移走下去，明天一
定更美好。”李军说。

且看“申煤”变“申美”
——河北省磁县申家庄煤矿绿色转型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通讯员 周金立

首台在缅甸组装生产的 Q35
日前在北汽集团位于缅甸曼德勒
缪达工业园的金洛伊工厂成功下
线。这款由中缅团队共同打造的
SUV 下线，标志着北汽旗下 SUV
系产品正式登陆缅甸市场，北汽由

此开启了缅甸战略新格局。
北汽金洛伊 KD 工厂位于缅

甸曼德勒缪达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8.1 万平方米。随着新车下线，目
前位于曼德勒和仰光的自营4S店
也正在加快建设中。

缅 甸 曼 德 勒 省 长 佐 敏 貌 表
示，北汽与金洛伊的合作项目能
够有力提升缅甸制造业整体技术
和工艺水平，促进缅甸当地经济
良性发展。同时，该项目能够吸
纳包括上下游、相关配套等在内

的全价值链企业，将有力助推当
地工业化转型，创造大量就业岗
位并持续培养人才，因而前景非
常可期。

“从首家海外形象店在缅甸开
业至今，北汽自主品牌已经在缅甸
市场经营了 5 年多。为实现国际
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北汽
将进一步加快销售网络建设，并逐
步建立制造工厂及研发运营机构，
力争早日成为被当地消费者认可
和尊重的中国汽车品牌。”北汽国
际公司东南亚区经理闫向军说。

旗下SUV系Q35在当地工厂成功下线——

北 汽 深 耕 缅 甸 市 场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图为申煤工作人员正在修建栈道。 （资料图片）

图为申煤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百时得节能环保设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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