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凝胶绿色建材、多吸氧口罩、新风洁净空间、

石墨烯康养……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阳集团”）近日集中发布了四大系列 50 多

种产品。这是华阳集团转型专攻新材料领域以来，

首次大规模、高规格集中发布新材料系列产品。

2020 年 10 月 27 日，华阳集团正式揭牌，这是原

世界 500强企业——阳煤集团的华丽转身，标志着我

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转型专攻新材料领域，全

面打造世界一流的“火箭级”新材料产业集团。

转型发展无退路

阳煤集团前身为阳泉矿务局，以中国最大的无

烟煤生产基地而闻名全国，以精益求精、严细成风在

中国煤炭界独树一帜，是国家首批确认的国有特大

型企业集团。71年来，累计生产煤炭20亿吨以上，上

缴税费 2000 亿元以上，为新中国工业基础体系建设

和保障国家能源供给作出了卓越贡献。2020 年，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提出的“六新”要求，山西

省委、省政府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将阳煤集团更名

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专攻新材料产业，

以打造转型蹚新路的“火箭军”。

新的历史起点上，华阳集团被赋予了新的历史

使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翟红告诉记者：“通过

整合，一方面可以轻装上阵为转型赢得时间，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转型没有退路，只能奋力向前。”

华阳集团坚持“一手抓研发、一手抓市场”，以上

市公司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产业资

本支撑，大力实施“127”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产值超

过 2000 亿元、世界一流的新材料企业集团。翟红向

记者介绍了“127”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1”，即一个

方向，聚焦转型蹚新路这一战略方向；“2”，即两条路

径，坚持走碳基新材料和数字资产两条路径；“7”，即

七个支撑，形成功能性纤维新材料、新能源蓄能新材

料、绿色节能建筑新材料、石墨烯新材料、铝镁合金

新材料、大数据物联网、5G 智能矿山七大支撑协同

发展的产业集群。“我们将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市场化

投资平台作用，大力布局处于研发尾部、量产首部的

‘六新’产业项目，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绿色、节

能、环保发展，形成以碳基新材料为主业的战略格

局。”翟红说。

党建为本凝企魂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

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独

特优势。华阳集团以“国企之强在党建之强”为引

领，全面推进“333”党建模式，构建改革发展党建一

体化工作格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

华阳集团党委办公室主任穆卫平告诉记者，

“333”党建模式具有明显的华阳特色。第一个“3”是

“三严三抓”，即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从严治企。第

二个“3”是“三管三促”，即管干部作风，促推企业形

象提升；管制度建设，促推治理效能提升；管信访稳

定，促推发展环境提升。第三个“3”是“三亮三比”，

即亮身份、比党性，创优政治品质；亮标准、比技能，

创优职业素养；亮承诺、比贡献，创优工作业绩。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战斗

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翟红说，华阳集团将继续深

入推进“333”党建模式，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筑

牢基层党建根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组

织保障。

勇闯蓝海交答卷

“现在丁烷枪焰心温度超过 1000摄氏度，你把手

紧贴气凝胶毡背面，有啥感觉？”在山西阳中新材有

限责任公司产品展厅，公司综合部部长温孝忠一边

拿着丁烷枪火烤气凝胶毡，一边示意记者体验一

下。记者把手放在气凝胶毡背面，只感觉到温热，再

看前面，已经烧得通红，隔热性能竟然如此之好？温

孝忠说，这块气凝胶毡具有良好的隔热和防火性能，

“气凝胶是世界上密度最小、重量最轻的固体。气凝

胶产品可广泛应用在建筑节能、工业节能、纺织品、

交通运输等领域”。

山西阳中新材有限责任公司是由

华阳集团与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成立的。2019 年 1 月，项目破

土动工。如今，一期 1000吨气凝胶

粉体、2 万立方米气凝胶毡已投产

达效，公司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

的气凝胶生产企业。短短两年

多时间，气凝胶项目便从蓝图到

规模化生产，体现了华阳集团开拓

新材料产业市场的态度。翟红表

示，新材料产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

新兴产业，是前景广阔的蓝海产业，看

准了就要快速推进，占领高地。

从华阳集团现有的项目中，不难看出

其在新材料领域的雄心壮志。在功能性纤维

新材料产业方面，华阳集团立足现有产业基础，

延伸锦纶、涤纶、氨纶 3 条产业链，把原料优势转

变成材料优势，打造“煤—碳—丝—料—终端”全产

业链，建设全国最大的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新材料一

体化生产基地。在新能源蓄能新材料产业方面，利

用无烟煤是钠离子电池碳基负极材料的上佳材料，

依托中科院全球首创的碳基负极材料生产技术和正

极廉价原料加工工艺，布局年产 2000 吨钠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和 2000 吨正极材料生产线，后续延伸钠离

子电芯产业链，建设全国最大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基

地。在石墨烯新材料产业方面，利用全球首条单层

氧化石墨烯 10吨级生产线技术，建设 1000吨单层氧

化石墨烯及石墨烯改性纤维配套产业化项目，是全

球唯一通过 IGCC 认证的单层氧化石墨烯改性功能

纤维。

翟红告诉记者，像华阳集团这么大体量的企业

整体转型，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罕见，这足以彰显省

委、省政府的决心和力度。下一阶段，华阳集团还将

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围绕新材料板块，积极构建产业

物联网大数据平台，试点建设智能工厂、智能矿山，

做强数字资产研究院，打造“数字华阳”；到 2025 年

末，全面推动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金融建设，由

“数字华阳”迈向“智慧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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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集团转型发展——

打造新材料领域“火箭军”
本报记者 李红光 梁 婧

在“ 六 新 ”上 求 突 破
李红光

1978年，大同矿务局云冈矿技术员刘玉高第一次

走出国门，赴日本学习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与现代

化矿井管理方法。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40多年

后的晋能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晋能”）作为煤

炭行业示范企业，迎接了一批又一批国际友人

前来观摩学习。

晋能从引进吸收到消化突破，通过煤炭

技术改革与创新成为煤炭开采行业核心技术

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在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

重组后的晋能以昂扬的姿态踏上新征程。

1949 年 8 月 30 日，大同矿务局正式成立。满

目疮痍的矿山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3000 名矿工在

一片废墟上修复井架、安装设备、恢复运输，为新中国

提供了急需的煤炭，有力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

1970 年，煤峪口矿试验全国第一套采煤综合机械

化设备。经过半年多的试验，同年 11 月 28 日，随着煤

峪口矿队长刘景良指令的下达，轰鸣的机器声响彻工

作面，新中国第一个综采工作面诞生了。机械化设备

也让大同矿务局 1976 年原煤产量达到 1803.9 万吨，增

长率为91.2%。

1974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引进43套

国外综采设备，大同矿务局分到 5套，引进设备后，大同

矿务局创造了我国同类机组试产期间日产原煤 3725吨

的全国纪录。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大同矿务局建设高效

矿井、发展全机械化开采、改革传统采煤生产方式……

从 1991 年至 1993 年，大同矿务局销售收入、利税总额

连续三年荣列全国煤炭采选业榜首，成为“行业三连

冠”。1995年荣获“中国煤炭采选大王”称号。

在采煤史上，厚煤层开采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新

世纪伊始，大同矿务局将开采战场逐步向厚煤层转移，

剑指14米以上特厚煤层。

在探索过程中，将党建工作与技术创新密切结

合。在重点项目一线实行党组织与项目部同步成立、

党组织班子与项目班子同步组建、党建工作与项目同

步推进的“三同步”工作机制，制定应对形势的特殊价

值目标，凝聚起在挑战面前奋进崛起的强大正能量。

2010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成套技术和装备”在塔山煤

矿进行了工业性试验，煤层平均厚度 18.44 米，年产原

煤 1084.9 万吨。2012 年 11 月，大采高综放开采工艺成

果捧回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标志着我国煤炭开采技

术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掌声和鲜花过后，面对更安全更高效的生产目标，

晋能再一次迎难而上。

宽敞明亮的调度平台正实时显示着同忻矿 8309工

作面的开采情况，并可同时对井下设备进行操控。谁

都没想到这儿距离同忻有 35 公里。“不管距离多远，经

过授权之后就可对井下设备进行一键启动，还可以对

单个的设备进行精准的操作。真正将人从阴暗潮湿的

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达到安全高效的开采。”同忻煤

矿总工程师段宏飞说。

而在距同忻矿只有 7公里的塔山矿，同样也实现了

特厚煤层智能化开采，日产量 4万吨的成绩。智能化生

产已经成为企业在国际煤炭竞争中制胜的法宝。

2020年山西省联合重组同煤集团、晋煤集团、晋能

集团，同步整合潞安集团、华阳集团相关资产和改革后

的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成立晋能控股集团。重

组后煤炭产能约为 4亿吨，有效带动山西煤炭产业链整

体质量效益提升。

晋能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郭金刚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瞄准建设高科技、高效率、智能化、环境友好

型现代能源旗舰劲旅，切实抓好资源接续、产能核增、

绿色开采、智能化矿井建设等工作。“十四五”时期，规

划发展新疆地区煤电项目，使之成为集团今后更长时

期的煤炭资源储备区、接续区和发展区。

晋能控股晋能控股::高科技高科技 高效率高效率 智能化智能化
本报记者 梁 婧 李红光

晋能控

股集团智能制

造车间生产的太阳

能光伏板已出口多个

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在华阳集团飞轮储能生产基地，记者看到两套 600千瓦全磁悬浮飞轮

储能系统已经装箱完毕，准备发往深圳，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再生制动能

量回收。这是国内目前单体容量最大的全磁悬浮飞轮储能系统，标志

着华阳集团飞轮储能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长期依赖煤炭发展，一度让山西陷入“兴于煤又困于煤”的

难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山西的

根本出路，产业革命势在必行，山西已经勾勒出新材料产

业等 14 个千亿元级产业项目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时提出“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

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的“六新”要

求，为山西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新”上的不断突破，让山西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愈加凸显。在华阳集

团，因为成功用 R-GAS气化炉将气化温度提高至 2000摄氏度以上，解决了山西

“三高煤”的难题以及山西煤化工本省煤不能用的痛点，原料优势于是转变为材

料优势，全产业链生产成为现实。通过大力布局处于研发尾部、量产首部的“六

新”产业项目，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形成以碳基新材料为主业的战略格局，让华

阳集团对未来充满信心。华阳集团提出，要奋力打造产值超过 2000 亿元、世界

一流的“火箭级”新材料产业集团。

转型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随着像华阳集团这样按着“六新”要求发展的企

业的增加，山西将在转型发展蹚新路中走得更稳，走得更实。

华阳集团气

凝胶生产线。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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