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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泰控股集团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围绕主业实现持续跃升

实现高质量发展，六项工作亮点纷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晋森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抓住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
契机，立足实体谋发展，心无旁骛抓主业，圆满完成
济宁市国资委下达的目标任务，资本收益率、营业
收入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均优于全国大型国
有企业优秀值。国企改革赋能持续发力，鲁泰控股
2021年行业位次稳步前移，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国
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在攻坚中突破、在逆
势中推进、在创新中提升，企业发展稳步前行持续
向好，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呈现出高质量
发展的“六大亮点”:经济效益实现新跃升、安全环保
迈上新台阶、经营管理取得新成绩、一流企业建设
取得新成效、党的建设迈出新步伐、和谐企业建设
开创新局面。

围绕主业持续实现跃升
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
今年1月5日，新年伊始鲁

泰控股集团便传来了鼓舞人心
的好消息，新疆自然资源厅正
式为白杨河矿井颁发了采矿许
可证，标志着矿井具备了合法
采矿资质，打通了制约矿井建
设的“最后一公里”，让矿井建
设驶入了高速发展快车道。这
只是鲁泰控股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高质量快速发展的
一个例子。过去的一年，鲁泰控
股集团发展持续向好，实现了

“十四五”发展良好开局。
2021年，鲁泰控股集团对

标全国国资系统大型企业的28
项指标，集团公司22项指标超
平均值，其中7项高于优秀值、6
项高于良好值、9项高于平均
值。资本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
率、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分别优
于全国大型国有企业优秀值
26、13和8 . 34个百分点；资本保
值增值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
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优于
全 国 大 型 国 有 企 业 良 好 值
2 . 36、0 . 82和0 . 48个百分点。集
团公司2021年行业位次稳步前
移，位列中国煤炭产量50强第
48位、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
强第240位、中国能源(集团)500
强第326位、山东省石油和化学
工业100强企业创新指数第10
位。

智能化建设方面，集团公
司ERP系统成功上线，HR系统
建设全面启动。鹿洼煤矿智慧
化调度中心建成投入使用、33
下01工作面智能控制系统和井
下万兆工业环网系统建设完
成。鲁泰化学“智安循环经济园
区”初步形成。鲁泰化工在行业
内首家建成PVC智能仓储系
统、全自动液碱充装系统。先后
承办全市煤矿智能化推进及冬
季安全生产会议、全市危化品
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推进

会暨“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工作部署会议，集团公司智
能化建设走在全市同行业前
列。

安全环保方面迈上新台
阶，稳定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33320”安全管理模式持续深
化，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作
用凸显，安全生产专业化层级
管理体系初步构建。太平、鹿洼
两矿顺利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
一级矿井验收。鹿洼煤矿顺利
通过三级绿色矿山建设核查验
收；鲁泰化工废水零排放已连
续达标31个月；鲁泰建材低碳
产品认证和水泥行业引领性企
业验收顺利通过；鲁泰物流港
积极打造绿色标准示范港，获
评济宁市港口污染防治“先进
港口”。

经营管理方面取得新成
绩，运营管控持续强化。加强产
品质量管理与品牌建设，“鲁泰
星”牌PVC树脂和84消毒液获
得“山东优质品牌”称号。争取
惠企政策，集团公司获得政策
补助 1 4 2 7万元、政策性减免
1024万元、退税921万元。全面
落实治亏减亏措施，超额完成
国资委下达的治亏目标。聚焦
全成本管控，强化成本分解落
实，集团公司实现降本增效1 . 3
亿元。

鲁泰控股集团紧紧围绕
主业抓发展，近五年来，实施
重点项目 1 6个，计划总投资
25 . 09亿元，实际建成投产运
行13个，在建项目2个，完成资
源并购1个，完成投资2 4 . 4 8
亿元。重点项目顺利投产，企
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
显著增强，特别是化工新材料
产业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进
一步显现，从2018年摆脱多年
亏损局面以来，三年来累计实
现利润2 . 84亿元。

紧抓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契机
改革、创新赋能企业发展
鲁泰控股集团紧紧抓住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契机，通过
改革赋能持续发力，推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去年，鲁泰控股总
部、专业公司、生产经营单位三
级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机构、岗
位、人员“三瘦身”积极推进，集
团公司和各企业内设机构总数
由改革前的168个精简为127
个，科级以上管理人员数量由
改革前的489人精简为412人，
干部队伍平均年龄降至43岁以
下，本科以上干部数量占比提
升3%，实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

鲁泰控股集团在党的建设
迈出新步伐，引领保障作用充
分发挥。率先在全市建成意识
形态工作展厅，获评“济宁市理
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红
色领航、赋能发展”党建品牌影
响力持续扩大，集团公司党性
教育基地获评济宁市第七批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获评全
国首批“煤炭行业思想政治工
作全覆盖示范企业”。集团公司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得到市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充分肯定。持续深化集团公司

“33685”防范机制，保持了正风
肃纪高压态势。

在改革过程中，鲁泰控股
集团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按
照“一体两翼、循环发展”战略

定位，深耕循环经济产业链。在
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上，鲁泰控
股集团综合利用自有煤矿生产
的中煤、煤泥、煤矸石、焦炉煤
气进行热电联产发电，电量直
供选煤、化工、水泥等项目，以
粉煤灰、电石渣、脱硫石膏为主
要原料生产水泥，在充分利用
资源的同时，从源头上避免了
污染的发生，实现“吃干榨净”。

除了改革赋能外，科技创
新赋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
关键，2021年8月初传来喜讯，
由山东鲁泰控股集团研发中心
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研究
的“石墨烯-HBN纳米颗粒超轻
量气凝胶”技术，首次PCT国际
专利申请，获得了WIPO全球公
布。这是研发中心与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合作以来取得的又一
重大成果，标志着研发中心科
技研发和知识产权工作逐步与

国际接轨，同时也标志着高性
能高分子复合材料研发能力和
技术水平获国际认可。目前，鲁
泰控股集团研发中心完成石墨
烯PVC注塑料、硬质导电料、高
抗冲料、软质导电料4个系列7
种产品的中试工作，并逐步推
向市场，有5项自主研发项目被
列入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计
划，2篇研究成果被列入国际
SCI学术论文。该研发中心已经
成为济宁市级工程实验室、博
士后创新实践工作站、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和山东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先后通
过认证，获得科技研发专项奖
补资金170万元。2020年7月，研
发中心1万吨/年新材料智能生
产线正式启动运行，多种产品
推向市场，实现了由基础化工
原料向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的
转变。

推进“幸福鲁泰”品牌建设
让职工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鲁泰控股集团持续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2021年5月8日，鲁泰控股集团
投资近200万元，建筑面积近
1000平方米的集团公司职工服
务中心建成运行。该服务中心
设有劳模工匠工作室、志愿者
服务中心、爱心超市、爱心妈妈
小屋、心理辅导室、图书阅览
室、书画交流室和劳动关系调
解室等12个功能室，涵盖了工
会服务的基本职能，成为职工
群众技能培训的新平台、职工
群众展示风采的新舞台、工会
公共服务的新阵地，开馆以来
累计接待读者约2600余人次。
2021年启动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这是鲁泰控股集团推进
幸福鲁泰建设的又一重要举
措。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金
的补充，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
未来社保替代率的不足，有效
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生活水

平，解除员工养老的后顾之忧，
稳定员工队伍。

鲁泰控股集团改革发展得
到了各级领导广泛关注，今年2
月9日，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在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改
革发展情况汇报》上作出批示：
近年来，鲁泰控股聚焦主业、改
革创新，企业规模实力、市场竞
争力显著提升，转型发展、创新
发展取得了新突破，在此表示衷
心祝贺！下一步，希望你们乘势
而上，奋发有为，实现更大发展。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企业加快发展，为企业做大做强
当好坚强后盾！林红玉书记的批
示，既是对集团公司改革发展工
作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对做好今
年工作的激励和鞭策，充分体现
了市委、市政府对鲁泰控股集团
寄予厚望和对鲁泰控股集团改
革发展工作的最大支持!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远
航正当时。展望未来，鲁泰控股

集团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新发展
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坚
持实施“一体两翼、循环发展”
发展战略，紧扣一流企业建设
工作主线，聚焦“资源+”“PVC
+”“供应链+”“三+”建设，深耕
集团本部战略核心基地、新疆
战略发展基地和陕蒙宁战略储
备基地“三个基地”，推进忠诚
鲁泰、生态鲁泰、平安鲁泰、创
新鲁泰、智慧鲁泰、幸福鲁泰

“六大工程”，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效率效益为导向，以对接
资本市场为突破口，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力，推动鲁泰控股集
团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向一
流企业迈进，为地方经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鲁泰控股集团鹿洼煤矿智慧应急调度指挥中心。

鲁泰控股集团石墨烯高分子复合材料实验室。

鲁泰控股集团新疆白杨河矿井加快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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