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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煤企做好
“1+1>2”
必答题

活下来。在全球市场的“中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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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场”，外贸企业同样需要从质量、
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营销和
人才等诸多方面积极培育竞争新

林火灿
近日，山东河北两省分别宣布实施大型煤炭企业重组，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专家认为，新一轮的煤炭企业兼

动企业从做大迈向做强。

新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已悄然拉开序幕。
7 月 13 日，山东省政府宣布了山东能源与兖矿集团
联合重组方案。4 天后，冀中能源集团也宣布对邢矿集团
与山西冀中公司实施联合重组，并将井矿集团、张矿集团
所持煤炭公司股权注入邢矿集团。
一个月内，山东、河北两省分别宣布实施大型煤炭企
业重组，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深化的背景下，推进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对于全行业高
质量发展有何积极意义？如何推动煤炭企业在兼并重组
中做大做强？

兼并重组有望进一步提速

有利于企业之间优势互补
由于资源禀赋特征和历史原因，我国煤炭矿井数量
众多。通过兼并重组、优化结构提升煤炭产业发展质量，
是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
此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关于进
一步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等都明确
鼓励支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以提升煤炭行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今年 6 月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并
指出今后 3 年是国企改革关键阶段，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煤炭企业的联合重组，与过去几
轮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不同。
张宏告诉记者，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煤炭企业已
经经历了 4 轮并购重组。第一轮是大煤矿兼并小煤矿阶
段，旨在整顿发展秩序，淘汰落后和不安全矿井，提高产
业集中度；第二轮是国有企业大集团兼并重组阶段，旨在
提升煤炭企业规模，增强保供能力；第三轮是煤炭与电

力、煤化工等企业重组阶段，旨在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减
少价格波动带来的新矛盾。如今，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
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
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动煤炭产业与资本的整合，构建
符合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产业新格局。
以 2010 年前后的兼并重组浪潮为例。当时，我国煤
炭工业长期粗放发展积累的矛盾仍很突出，全国各类煤
矿企业多达 1.12 万个，企业年均产能不足 30 万吨，产业
集中度低、技术落后，煤炭资源回采率低，资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煤炭勘查开发秩序混乱，生产安全
事故多发，
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2010 年前后，国家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本质上
还是希望能够淘汰技术落后、安全隐患大的小煤矿，实现
煤炭资源整合。”林伯强说，新一轮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的基础上推进的重组，
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实现煤炭企业的强强联合，推动企
业从做大迈向做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剑指出，总的
来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将进一步推动煤炭行业系统性
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促进更高质量发展。一是有利于
加快规模小、安全差、效率低的煤矿退出，为先进产能腾
挪更多市场空间。二是有利于布局优化，按照压缩东部、
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的全国煤炭开发总体布局，统
筹考虑资源禀赋、开发强度等多方面因素，推动煤炭生产
进一步向优势地区集中。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行业集
中度和上下游融合度，促进煤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打
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煤炭企业集团。

推动企业进一步做强做优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煤

（资料图片）
炭产业的发展质量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动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将有
利于推动煤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企业而言，要在
兼 并 重 组 的 基 础 上 ，真 正 实 现 做 大 做 强 ，挑 战 才 刚 刚
开始。
例如，此次山东能源和兖矿集团合并以后，新的山东
能源集团定位为山东省能源产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在巩固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将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三大新兴产业。如何更好
地打造这几大板块，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实现从做大向做
优做强转变，
是摆在企业面前的现实课题。
“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绝对
不是简单地把两家企业捏合在一起，而是要通过重组为
企业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因此，重组后
的煤炭企业必须加快推动自身改革，努力适应新形势下
的发展需要。
”
张宏说。
张宏建议，要推动煤炭企业在重组后进一步做强做
优，必须首先加快推进企业文化的融合。在兼并重组过
程中，要注重构建企业文化的认同感，真正实现“1+1>
2”。产业链条的重组和梳理同样十分重要。张宏举例
说，山东能源和兖矿集团有不少相同的产业板块，这些产
业板块过去相互竞争。两家企业重组后，需要尽快对相
同的产业板块进行“合并同类项”，减少管理层的重叠和
管理的梗塞，
提高发展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张宏还建议，要尽快调整好组织结构，使企业的管理
体系更符合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厘清产权，特别
是要注意保护好国有企业旗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正当
权益；要注重科技研发投入，以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要优化人力资源队伍建设，有序剥离企业办社会
的职能，使企业轻装上阵；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工具的作
用，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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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0 家优质外贸企业的家电、家
纺、服装、鞋类、特色农产品等上千种外
贸优质产品销售火爆，原计划举办 3 天
的出口产品转内销活动延长为活动
周 ……这是 7 月 25 日开幕、商务部与浙
陕渝三省市主办的“外贸优品汇 扮靓
步行街”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期间
的火热场景。
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
际需求萎缩，
外贸企业订单下滑，
出口转
内销的积极性和呼声不断上升。
同时，
出
口产品转内销也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
商务部部长钟山 5 月份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表示，外贸企业原来多数是单一做出
口的，
现在出口受阻之后，
政府支持他们
出口转内销。
这项工作现在见到了成效，
4 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增长 17%，说明
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的
欢迎。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杨国良分析认
为，
从国内消费看，
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国内市场需求正加快
释放，
为电子家电、轻工、纺织服装、农产
品等出口行业提供了内销市场。
从投资带
动看，
各地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
化和重大工程建设，
为机械设备、电机电
气设备、
精密仪器等出口行业带来了新机
遇。
从消费升级看，
部分外贸企业正从传
统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
可以更好满
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直播带货等新模式
快速发展，
也为外贸企业打通了直接面对消费群体的销售渠道。
6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为帮扶涉及近 2 亿人就业的外贸
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
产品开拓国内市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
销的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 10 条政策措施：一是支持出口产品
进入国内市场，包括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促进“同线同标同质”发展，
加强知识产权保障；二是多渠道支持转内销，包括搭建转内销平台，发
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精准对接消费需求；三是加大支持力度，包括提
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加大保险支持力度，加强
资金支持。
《实施意见》发布之后，多个外贸大省迅速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企业
拓展国内市场、开拓线上销售渠道等。例如，浙江省多地政府和拼多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帮助外贸企业转战电商平台，
促进出口转内销。
据了解，税务部门的数据表明，部分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确实有了
起色。例如，广东省税务局称，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纺织服装行业、电机
制造行业出口转内销成效突出。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李党会表示，更多的优质出口产品转内
销会进一步丰富国内市场供给，增加消费者选择，精准对接需求，带动
消费升级。
“推进出口转内销是外贸企业活下去的一个现实选择。”商务部研
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出口转内销是外贸企业在外部
市场需求萎缩形势下寻求
“避风港”
的结果，但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中
国分场”上有所作为，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将“中国分场”定位于“避风
港”
，
一定要做长期战略性谋划。
当前，外贸企业转内销也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是部分产品国内外标
准不同。比如，出口欧美的服装尺码与国内标准不同，款式和国内市场
需求也有差异，转内销时需要做有针对性的调整或改造；
部分出口产品
转内销往往涉及品牌商标问题，需要得到外方授权；
一些外贸企业长期
按订单生产，缺乏国内市场营销经验和团队，品牌国内认知度不高。此
外，转内销还面临市场结算模式的差异问题，内销通常采取赊销模式，
先拿货、后付款，
占用资金多，
风险相对较高。
“通过出口转内销，许多外贸企业在当前国际市场萎缩时能有机会
活下来。”
白明同时强调，在全球市场的
“中国分场”
，外贸企业也同样需
要从质量、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营销、人才等诸多方面积极培育竞争
新优势。
不仅要让中国的外贸企业留得青山，更要让中国制造有机会赢
得未来。

并重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基础上推进的重组，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实现煤炭企业的强强联合，推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郭屯煤矿智能化工作面。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业在当前国际市场萎缩时能有机会

本报记者 冯其予

通过出口转内销，许多外贸企

一个月内，山东河北分别宣布实施大型煤炭企业重组——

山东、河北接连宣布推动煤炭企业重组方案，在市场
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中，山东能源和兖矿集团联合
重组的话题更是备受关注。
尽管山东能源和兖矿集团重组的具体方案尚未公
布，但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兖矿集团将并入山东能源集
团。如果按照 2019 年财务数据测算，重组后的山东能源
集团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规模都将突破 6000 亿元。这
也意味着，重组后的山东能源不仅将成为山东省营收规
模最大的企业，也将坐上中国煤炭企业榜单的第二把交
椅，排名仅次于
“巨无霸”
国家能源集团。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张宏表示，此次山东能
源与兖矿集团的合并重组，其目的不仅是要做大做强地
方国企、减少省内煤炭市场的同业竞争，更要打造“全球
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是对发展战略的
全面升级。
“不管是冀中能源的调整，还是山东煤企的重组，目
标都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
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说，煤炭行业是资源型行业，如果
过于分散，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加大市场价格波动幅度，
也会给整个行业的管理增加难度。
林伯强表示，多年以来，由于电力价格机制不灵活，
煤炭价格一上涨，电力企业的经营压力就加大，煤炭和电
力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通过加快煤炭企业兼并重组，
并进一步推动煤电联营或企业重组，有利于促进煤炭与
电力的协调发展。
工银国际研究部执行董事赵东晨表示，
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煤炭行业落后产能加速出清，优质
产能逐步释放，在 2020 年或将达到产能释放高峰。在此
背景下，
加快推动煤炭企业并购重组更有利于不同煤炭企
业之间取长补短，
为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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