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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亮随团赴欧洲三国进行考察
9 月 13 日至 21 日,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李再勇率团赴比利时、德国、
瑞士等欧洲三国进行考察访问,开磷控
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光亮随团
参加考察。何光亮陪同李再勇等人，
先后前往比利时中华商会、艾普利泰

克公司，德国欧绿保集团、博世公
司、思爱普公司，瑞士瑞中协会、因
特拉肯旅游局等企业和机构,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大数据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山地旅游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座
谈。还重点就磷化工产业发展与比利

时苏威公司、德国可耐福公司、瑞士
布斯化工技术公司开展合作进行了洽
谈,特别是在高附加值的氟精细化工、
绿色新型建材、精细化工的化学工艺
研发和产业化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明
确了项目合作路径。（苏晓彤）

溧阳市市长徐华勤到开磷瑞阳公司调研
9 月 18 日，江苏省溧阳市市长徐华勤和副市长赵苏洪
带领溧阳市经信局、金融办、环保局、安监局等部门主要
负责人，到江苏开磷瑞阳公司调研。重点了解该公司当前
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瑞阳公司总经理王成贤代表公司对徐市长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介绍了公司的产业规模和下一步发展计划，并
就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作了专项汇报。

听取汇报后，徐华勤市长对如何解决困难和问题给予
了答复，同时表示，开磷瑞阳作为溧阳市上市后备企业，
市里非常重视，希望开磷瑞阳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对新材
料产业和产品要提前布局。徐市长要求，作为拟上市公
司，开磷瑞阳要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加大投入和工艺
流程改进，避免因小失大，保持可持续发展。市政府会继
续支持瑞阳公司上市申报工作。（陈丹)

开磷集团召开债务重组及债转股工作启动会

开磷位居贵州“双百强”企 业榜单前列
由贵州省企业联合会、贵州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2018 贵州企业 100 强”“2018 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 9 月 20 日在贵阳举行。开磷集
团以近 420 亿元的年营业收入位居贵州企业榜单第五名、贵州省磷化工行业第一位。（刘昌秉）

写在前面的话：
2018 年 9 月 20 日，一条好消息出现在开磷官方微信公
众号头条，由贵州省企业联合会、贵州省企业家协会主办的
“2018 贵州企业 100 强”“2018 贵州民营企业 100 强”发布会
在贵阳召开。开磷以 4199749 万元的年营业收入位居贵州第
五名，排贵州省磷化工行业第一位。
对于这样的好消息，开磷人似乎有些司空见惯，因为就
在这之前，开磷刚刚荣获中国化工企业 100 强，而且是连续
14 年获此殊荣。
翻开开磷历史，
“第一”
“仅此一家”
“首位”这些极具分量
的描述词汇，在开磷企业发展的进程中并不罕见。仅从 1958
年到 2018 年《开磷报》刊登的相关消息中不完全统计，开磷荣
获的国家级荣誉 47 次、
省级荣誉 87 次、
行业荣誉 27 次。
如同施了法术一般，在 60 年的时间里，开磷从单一走
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一个夹皮沟
里的磷矿石开采、加工企业，成长为多元产业耦合共生的现
代化大型企业集团，开磷奇迹般地崛起于云贵高原，绽放着
夺目光彩。
是什么造就了开磷？
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是开磷人深化改革的勇气，更是开
磷人敢于拼搏不折不挠的韧劲。
（一）
回看开磷发展史，这个企业似乎与“8”有着特殊的缘分。
开磷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从 1958 年建矿到 1988 年，是
开磷的第一次创业时期。历经 30 年时间，开磷建成了 150 万
吨/年大型磷矿石生产基地，并建成“无泄漏矿山”、
“清洁文明
矿山”，成为化学矿山的标杆单位，化工部曾提出“学吉化、赶
开磷”倡议，在全行业内开展“学赶”活动。
1988 年至 2008 年，是开磷的第二次创业时期，又分为
两个阶段。1988 年至 2000 年为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
段，开磷提出“稳定矿山、发展加工，开发两类产品、建设
两个基地”的发展战略，决定走矿肥矿化结合的道路。2001
年至 2008 年为第二阶段，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态
势，结合企业实际，为赢得市场竞争，新班子提出了“三步
走”发展战略规划。
2008 年至 2018 年是开磷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如今的开
磷，已形成了矿业与磷化工、磷化工与煤化工、磷化工与磷
的精细化工、煤化工与煤的精细化工、主业与辅业配套，耦
合共生、集约发展的态势。产业布局地跨贵州、江苏、内蒙
古、湖南、江西等多省市。磷矿石年开采能力 1000 万吨，
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磷矿石地下开采企业。化肥年生产能力
573 万吨，高浓度磷复肥生产能力位居国内第二、国际第
四。季戊四醇年生产能力 12 万吨，位居行业第一。
只有回首过去，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历史事
实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真理，更能留下启示：哪里有改
革，哪里就有新发展；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二）
远大的目标立足于坚实的基础，光明的前景发端于艰辛
的探索，历史的豪情蕴藏着现实的挑战。
2018 年 9 月 18 日，开磷债务重组及债转股工作启动会
在贵阳总部召开，开磷未来改革之路的具体路径又在这里起
航。回顾开磷 60 年的发展历程，开磷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产
权制度的改革史，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在这里也可找到
足迹。
1958 年 10 月 20 日，开阳矿务局正式成立。
1988 年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市场经
济体制，开磷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组织机构在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
企业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
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5 年 9 月 26 日，省人民政府、国家经贸委批复同意
矿务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施方案，同意矿务局改制为
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贵州开磷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并于 1996 年 1 月 18 日，正式挂牌运行。
2005 年 3 月 29 日，开磷正式实施债转股，成立债转股
新公司——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设置法人治理结构。同年，

作为债转股存续企业，又更名为“贵州开磷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回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
2006 年 3 月 18 日，开磷引进战略投资人黑龙江北大荒
农垦集团，对化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公司名称于 2006 年 3
月 23 日又变更恢复为“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12 月 28 日，开磷按照省国资委产权制度改革三
年行动计划安排,完成了阶段性改革目标。“贵州开磷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挂牌。按照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重组了江苏瑞阳，为
集团公司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开阳矿务局”到“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再
到“贵州开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从“贵州开磷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又到“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贵州开磷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开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看似简单的企业名称的变更，伴随着的是开磷领导制度改
革、
企业组织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
开磷人 60 年探索孕育的独特的改革经验和驾驭能力，
让我们在面对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矛
盾问题、面对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时，就有了应
对挑战的从容和底气。
（三）
深化改革是推动企业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企
业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作为地处深山沟里的老
矿山企业，开磷和其他国有老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为加快推进开磷集团债务重组及债转股工
作，9 月 18 日，开磷集团召开债务重组及债转股
工作启动会。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巡
视员朱继明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控股集团党委
委员、总经理廖慧主持会议。各金融机构代表、
中介机构代表、股份公司领导、控股集团副总师
等参加会议。
当前，开磷集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
战，同时也面临化肥行业洗牌结束，势头持续向
好，开磷核心竞争力逐步凸显的历史机遇。廖慧
指出，在这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开磷集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为开
磷集团解决难题，各大金融机构对开磷也给予大
力支持，帮助开磷渡过难关。针对做好开磷债务
重组及债转股工作，廖慧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
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此次债务重组及债转股工
作对进一步规范开磷集团生产运营，尤其是加强
财务管理帮助极大。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
视、积极配合，牢牢抓住难得的机遇，积极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按照预定时间节点完成相关工
作；二是明确责任，全力配合。各部门、各分子
公司要按照中介机构提供的资料清单及时准确提
供相关资料，不得推诿和拖延；三是做好保障，
积极协调。控股集团办公室要做好中介机构开展
尽职调查的后勤保障工作。董办和财务部要做好
中介机构尽调的日常协调工作，确保尽调工作顺
利如期完成。廖慧强调，有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

下浮动。
改革产权制度，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将单位使用
的公务车辆实现私有化，由驾驶员自己出资购车，单位用车
按规定付费，减少了管理成本，节约了运行费用。针对矿山
井下生产运输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对新购置的价值昂贵的大
型无轨采掘运输设备，采取承包租赁的方式。
……
（四）
改革的难点在“人往那里去”？开磷在改革中运用“渡船
理论”，使改革获得了成功。所谓“渡船理论”是说：开磷如同
一条大船，船上有 10000 人，现在这条船已经漏水了，只能承
载一半的人渡河。所以只好让船上的 5000 人先下来待在岸
边，
等把其他 5000 人渡过河，
修好船后，
再回来渡他们。
开磷进行内部改革，按照“专业化管理、集约化经营”
的原则精简组织机构，共精简下来 2300 多人。当时企业内
外面临的压力较大，省政府也担心改革力度太大，怕出问
题，结果却比较平稳顺利。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首先是
领导干部带好了头。从集团公司领导到各级领导的家属，凡
属下岗范围内的，必须带头从岗位上退下来。因为领导带好
了头，广大职工也就理解支持企业的改革。其次是没有将下
岗职工简单地推向社会，而是制定了“内部退养”“离岗休
养”“休工”等 8 项政策，让距离退休年龄较短的职工和
“4050”人员，下岗后按政策享受 80%到 100%的原岗位工
资，然后通过加快发展来逐步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通过

探寻“关键一招”的 奥 秘
——庆祝开磷建矿 60 周年系列报道之一：深化改革篇
● 廖荣素
形成了机构臃肿、人员富余、效率低下的不利局面。体制不
顺、机制不活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解决这一
问题，开磷在开始推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 2001 年初，
开始了开磷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内部过渡性改革”。
“不改革，集团公司就有可能被兼并或收购，甚至走向
破产，企业就只有死路一条。”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场宏大
的内部改革工程开始在全集团酝酿。这意味着开磷要与过去
的观念进行碰撞，要向过去的模式进行挑战，要对过去的体
制进行创新。毫无疑问，这次改革所带来的震动将是刻骨
的，所引起的阵痛也将是铭心的。但是，不改革，企业就不
可能“在发展中做强，在做强中发展”；不改革，企业就不
可能在未来的挑战中挺立潮头，看不到新的希望。
2001 年 1 月 9 日，
《集团公司内部过渡性改革实施意见》
下发，其主要内容：一是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
二是进行劳动、
人事、
分配制度改革，
形成新的用工、
人事、
分配机制。改革的春潮开始在全集团内部激荡——
改革管理制度，推进“扁平化管理”。按照扁平化管理
改革的总体要求，取消了矿一级的机构编制，实行大采区综
合生产管理，生产和管理效率进一步提高。
改革用工制度，形成职工能进能出机制。集团公司按照
生产组织结构配置劳动力，用市场竞争机制选人用人，用市
场法则来淘汰人，不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冻结了内部调
动，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建立监督机制，规范上岗程序。建
立退出机制，逐步解决能出问题。凡未能竞争上岗的，按相
关政策办理内部退养、离岗休养、女职工超产假、休工手
续，保留工作籍，依合同条款享受一定待遇。
改革人事制度，形成干部能上能下机制。集团公司打破
干部和工人的身份界限，职工与管理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岗
位、工作性质、合同期限的不同，取消原干部套用的党政机
关行政级别，管理人员只有高、中级和一般管理人员之分，
实行竞争上岗。
改革分配制度，形成收入能增能减机制。除对公安、教
育系统继续执行岗位技能工资外，其他单位全部实行浮动工
资制或适应本单位特点的其他工资分配制度。实行浮动工资
制的单位，将个人收入与单位成本、经济效益挂钩考核，上

8 年多的快速发展，开磷基本解决了富余人员问题。2001 年
初从岗位上退下来的 2300 多人，目前有的重新竞聘上岗；
有的办理了退休手续；有的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工作，基本
都有了着落，没有给政府、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深化改革后的开磷，建立起了与企业效益、效率挂钩的
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如果说，一个国家，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才能在现
实奔腾的浪潮中把握方向，
那么一个企业，
只有正确认清自己
的道路，才能在不断的变革中走向进步。随着改革大幕的开
启，
一组组发展的数据给改革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05 年，开磷成功实现第一步发展目标，实现了开磷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跨越。销售收入从 2000 年的
5.39 亿元增长到 23.28 亿元，增长了 4.3 倍,年均增长 34%；实
现利润从 2000 年的 1075 万元增长到 7300 万元，增长了 6.8
倍，年均增长 47%；上缴税费从 2000 年的 3521 万元增长到
14660 万元，增长了 4 倍，年均增长 33%；资产总额从 2000
年的 16.8 亿元增长到 46 亿元，增长了 2.74 倍，年均增长
22%；同时还偿还各种历史债务和处理潜亏近 2 亿元。
2008 年，是开磷建矿 50 周年、发展磷化工 20 周年的大
庆之年。这一年 9 月，开磷已提前 2 年零 3 个月实现了第二
步发展战略目标，并为提前 5 年实现 100 亿元销售收入的第
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2011 年 10 月底，开磷提前 4 年实现“三步走”战略，
成为百亿元企业，挺立在新的历史起点。
8 年再造 10 个开磷，人们称其为“开磷速度”。
（五）
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每一步创新，都面临着保守僵
化的教条和超越阶段的激进的双重挑战；每一次突破，都曾
遭遇继承和发展、现实与长远、渐进与闯关的两难选择；每
一项决策，都可能要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迷失于“做蛋
糕”和“分蛋糕”的众口难调。
不屈不挠的开磷人，并没有停歇改革的步伐。
2017 年 12 月 28 日，对于开磷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
日子，开磷年产 10 万吨工业级磷酸二氢铵生产装置的建成

大力支持，有多方金融机构的帮助，开磷一定会
制定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多赢的债务重组
及债转股实施方案，帮助开磷集团实现解困发
展，为贵州磷化工产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创造条
件，为保证各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创造条件，向省
委省政府、省国资委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就开磷集团债务重组和债转股启动工作，会
上，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巡视员朱
继明指出，
召开此次启动会的目的就是统一思想认
识，落实相关工作。启动会的召开，标志开磷集团
的债转股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就此，
朱
继明提出四点要求：第一，开磷集团要正确把握和
领会这次债务重组和债转股的重大意义，
增强责任
感、紧迫性；第二，此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开磷集团要以积极的心态，全力以赴参与配合
中介机构开展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
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脱困措施落实和正常生产
经营，
一手抓债转股各项协调工作，
统筹协调，
动态
管理；第四，切实加强领导，保质保量，全面推进债
转股工作顺利进行。
会上，开磷集团债委会主席、贵阳银行副行
长杨琪和开磷集团债务重组暨债转股项目财务顾
问，代表中介机构作了发言。开磷股份公司相关
负责人对日常工作做了安排。
会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及开磷集团各职
能部门及代表还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磋商。
(周念 李治勇）左图为会场。周念 摄

投产仪式在息烽磷煤化工基地举行，这个项目的建成投产将
进一步改善提升开磷产品结构，使开磷成为全国新型肥料的
重要生产基地。
就在这一年，开磷还建成了年产 1 万吨磷酸铁装置、年产
1 万吨三羟甲基丙烷装置，延伸了产业链，拓宽了产业幅，并
且成功开发生产出海藻酸磷酸二铵等多种配方的复合肥。
也在这一年，
开磷在稳步做好“加法”的同时，
也在大刀阔
斧地实施“减法”，关停了贵遵路旁年产 2×6 万吨磷酸二铵和
10 万吨中、
高浓度复合肥两套落后装置，
优化了产品结构。
改革再推进，创新无止境。就在这一增一减中，开磷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
按照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开
磷实现了磷酸盐公司、氟硅化工公司、碘业公司三个精细化
工公司的独立运行，加速了开磷精细化工的发展步伐。整合
内部三家服务单位和两家机电装备制造单位，为专业化发展
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
在改制上市步伐稳步推进的同时，开磷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方式，员工持股取得新进展。2017 年 3 月 9 日，江苏开磷
瑞阳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同时定向增发股票 9290 万股，
引入投资 20252 万元，19 名核心员工认购 395 万股，顺利完
成员工持股试点工作，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力。
这一切的实践充分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生机；
哪里有创新，哪里就有活力。
（六）
市场变革带来的是管理变革。近年来，面对化肥产能过
剩、资金紧张、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部分生产要素供应严
重不足等诸多困难，开磷人在加强内部管理上下足了功夫。
危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变革，指向经济活动的
最关键环节——资源配置方式。
在矿山开展全成本管理。2017 年全年完成供矿 930.85
万吨，比上年增加 80.81 万吨；完成井巷开拓 15.16 万米，比
上年增加 3.02 万米；吨矿成本控制在 197.36 元，全年共节
约支出 6180.84 万元。职工不再过糊涂日子，每人心中都有
一本明白账，一天生产多少矿石、消耗多少成本、能拿多少
工资，清清楚楚，大大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
管理出效益，不仅仅是在矿业，在开磷办公网上，每季
度都会下发一个各单位开展增比进位的工作情况通报，综合
测评指标为六大类 23 项，通过各方面的情况对比，对各单
位在成本节约、经济效益各项指标进行评比，在企业内营造
了良好的“比学赶帮超”氛围。
“向管理要效益”
“降本增效我先行”
“学邯钢倒逼生产成
本求发展”，一个个降本增效的活动在开磷各车间悄然展开。
通过技术创新、
修旧利废、
回收利用、
成本节约等各种方式，
一
个倒逼生产成本的管理考核模式在开磷各单位推广开来。
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就苦练内功求发展。开磷人 60 年
来沉淀出来的文化优势、队伍优势在困难面前凸显了出来。
通过强化管理运营转型、开展公允价格、进一步加强基础管
理等举措的实施，喜人的变化在这片热土上悄然发生，管理
更加精细了，效益更加凸显了。
（七）
改革的宏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都是崭新的。
2018 年，对于开磷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今年是
开磷建矿 60 周年、发展磷化工 30 周年。
60 年，我们深化改革的活力之旺盛、成果之丰硕，超
过了人们当初的想象。而它在未来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矛
盾、问题和风险，同样非 60 年前所能具体预见。当前，我
们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发展总量上去
了，发展的质量却有待提高；发展规模上去了，效益却不突
出；化肥产能过剩，安全环保压力不断增大……继续往前，
我们还会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难题。
60 年“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来，如果说改革之初，
我们渡过的是九曲回环的“河”，未来我们将要汇入波澜壮
阔的“海”。
走进新时代，我们面对的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
步的征程。没有哪一段路程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哪一个梦
想是会轻松实现的。
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新征程上的新难题，惟有万众一
心、开拓进取，才能开辟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018，我们再次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