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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人才强企
战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确保

“以煤为基，能材并进，技融双驱，
蜕变转型”的发展战略尽快实现，
陕煤集团制定了“万人行动计
划”，计划利用自 2018年到2022年
的 5年时间，招录行业主体专业及
管理类专业一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高校毕业生 1万人以上，为集团发
展储备足够人才。近日，“万人行
动计划”开始实施，陕煤集团 2018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启动。

“十三五”期间陕煤集团将通过
实施煤炭产业基地化、化工产业园
区化、电厂布局坑口化，建设四大煤
炭基地、五大化工园区项目、三类电

厂、建成现代物流体系，培育若干新
兴战略性产业，力争到2020年末实
现经济总量翻番。通过“十三五”
的发展，陕煤集团将从一个传统
能源化工企业，发展为清洁能源
企业、高端化工企业、产融结合企
业、创新示范企业和行业标杆企
业，稳步立足于世界 500强企业中
间位次，成为高端、高效、清洁、安
全的世界一流能源化工企业。

据悉，陕煤集团 2018 年高校
毕业生招聘针对全日制统招一类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2016
年-2017 年往届高校毕业生。其
中，211、985、“双一流”院校和具
备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的毕业

生优先。要求应聘高校毕业生身
体健康，符合工作岗位要求，各科
成绩合格。招聘采用校园招聘现
场报名和电子邮件报名方式。招
聘过程为：由各用人单位对报名
人员进行初审——确定参加面试
和测试人选——组织面试和测试
（结合报名情况适时组织）——签
订毕业生就业协议。

此次招聘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6 月底。陕煤集团的各类
招聘信息，统一在集团官网（http:
//www.shccig.com/）“企业招聘”栏
目及所属企业和相关高等院校就
业官网发布，应聘人员可以自行
查阅具体要求。 （徐宝平）

推进人才强企战略 实施“万人行动计划”

陕煤集团启动2018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

记者：2017年陕钢集团一举扭转了6年
来的亏损局面，实现盈利18.58亿元，扭亏增
盈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请问，为了这
来之不易的成绩陕钢集团做了哪些工作？

杨海峰：过去的 2017 年，是陕钢集团
扭亏增盈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是陕钢发展历史性转折的一年，是可以载
入陕西钢铁发展史册的一年。2017年陕钢
集团钢产量达到 1023.8 万吨，实现盈利
18.58 亿元，同比 2016 年增盈 26.4 亿元，同
比2015年增盈58亿元。

“成绩来之不易，更需倍加珍惜。”陕煤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在出席陕钢
集团二届二次职代会暨 2018 年工作会时
这样讲道，陕钢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绩，得益于国家推进钢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鼎
力支持；得益于陕钢深化改革、治亏创效
等一系列措施的综合运用；得益于陕钢集
团全员的共同努力。用三句话来概括，就
是“天帮忙，人努力，支持给力。”

杨照乾董事长说，“回顾陕钢这么多
年来攻坚克难的艰辛历程，可以说是从一
路泥泞走到了今天的宽阔大道，犹如一部
现代版的长征史。”近年来，陕钢集团以党
建为引领强“根”铸“魂”。完成了党建工
作进《公司章程》工作，健全完善了董事
会、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等决策类会议
统筹安排机制，规范了“三重一大”事项的
决策程序。实施了“党建领航、班子引领”
战略，建立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年度工作目
标落实计划及月度工作汇报、季度分析征
求意见、半年民主生活会讨论、年度考核
评价奖惩工作机制，有力提升了领导班子
履职尽责的意识和能力。以体制机制改
革为驱动提升竞争力。经多方努力完成
了龙钢集团民营股权退出和龙钢公司
60%股权的回购，陕钢集团韩城区域资产
重组工作全面完成，为体制机制改革夯实
了基础。“资金、营销、大宗原燃料采购和
物流”四个统管持续深化，改革红利开始
全面释放，全年供销差价突破 120 亿元。
小企业改革有序推进、关联交易基本回归
市场化、职工股退出工作稳妥推进、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已经初步完成。契约化管

理和职业经理人试点逐步显效，非钢板块
双管模式出台运行，资产盘活扎实推进，
这些都标志着陕钢体制机制改革的活力
正在喷涌而出。以“十三五”规划落地为
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陕钢集团积极响
应国家供给侧改革决策部署，成立了陕西
钢铁研究院，积极推进汉中钢铁产业创新
研究院建设，创新体系渐趋完备，科技创
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7 年荣获省冶金
科学技术奖 10 项，授权专利累计达到 190
件，科技进步、科研创新项目累计创效 1.7
亿元。产品结构调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龙钢公司 100 万吨/年带钢项目进入建
成投产阶段，汉钢公司与天冶集团合作的
钢丝钢绞线项目也获得陕煤集团立项批
复，正在加快建设。集团“125448”发展战
略定型落地，《“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实
施，统筹安排了集团 2017年至 2020年改革
发展、生产经营、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多元
产业等目标、措施和路径，为集团及各权属
子公司“十三五”期间的各项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以追赶超越考核点评为抓手强化
过程管控。全面贯彻落实陕煤集团追赶超
越安排部署，成立了陕钢集团追赶超越领

导小组，制定了年度追赶超越实施方案，并
与各权属子公司签订了《2017-2018年追赶
超越目标责任书》，夯实各级目标责任。出
台了追赶超越考核管理办法，建立了“考核
点评、特别奖励、风险抵押”三位一体的考
核激励机制，严格执行刚性考核，实行末位
淘汰，夯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鼓励激
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层层传
导压力，发挥各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陕钢集团主动作为，2015年发起
成立了“陕晋川甘（宁青）建筑钢企高峰论
坛”，2017 年又积极支持建立西南钢企论
坛，搭建了中西部、西南部钢企之间对标学
习和合作交流的平台，建立了常态化协调
交流机制，维护了区域市场竞争秩序。

记者：经过这几年的发展，陕钢集团企
业竞争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请问目前陕
钢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处于什么位置？

杨海峰：陕钢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
精品建材基地、1000 万吨级大型钢铁企业
集团，西北三大钢铁企业之一，2017 年产
量规模位于中国钢铁企业第 21位，在钢铁
行业中综合竞争力为B+（优强），被评为全
国螺纹钢A级生产企业。 （下转二版）

基层董事长访谈

打造中国西部最具竞争力的高端钢铁材料服务商、建成美丽幸福新陕钢
——访陕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海峰

本报讯 近日，省国资委党委书记邹
展业，主任、党委副书记任国，副主任王浩
生、巡视员段小昌以及相关处室负责人一
行 10人到陕煤集团调研指导工作，并召开
座谈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
乾，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严广劳及领导班
子成员、总经理助理、财务资产部、企业管
理部、党群工作部、综合部、人力资源部等
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邹展业首先对此次调研作了简要说
明。他指出，陕煤集团是通过三次重大改
革重组发展而来的。特别是 2014年以来，
在压减过剩产能的进程中，面对处境艰
难，压力巨大的现实，集团坚定信心、坚强
应对，平稳推进去产能工作，同时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为我省国企改革贡献了
“陕煤方案”和“陕煤样本”。他要求，陕煤
集团要继续切实抓好改革和党建工作，做
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省属国
有企业，陕煤集团要按照中央精神和国家
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探索、抢抓机
遇，及时总结推广在改革发展、党建工作
中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省国资委
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更是服务机构，
将进一步考察调研、深入了解，坚定地支
持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任国对陕煤集团的改革发展、党建工
作以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他指出，陕煤集团是陕西发展
的重要支撑力量，体量大、发展质量良好，

多元产业的发展格局前景看好。对陕煤
集团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他要求，一是
要积极向新型领域延伸，做好产业“育苗”
和优化，实现产业多元化。要依托内部技
术研究院的技术储备，加快培育新的产
业，在转型中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煤炭和
化工板块，把化工板块培育成未来增长的
强劲支撑。二是要牢牢把握煤炭市场好
转的“时间窗口”，重新梳理多元产业板
块，优化企业管控。三是在落实“三项机
制”、实施产融结合等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的基础上，按照省国资委的相关部署，更
深入、更优化地做好改革重点工作。

杨照乾在讲话时，对省国资委领导对
陕煤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

谢。对省国资委领导提出的要求作出安
排部署，确保将各项要求都落到实处，并
及时向省国资委进行全面汇报。

严广劳从陕煤集团基本情况及一季
度经济运行状况、重点改革任务推进情
况、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困难与建议四个
方面对集团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会上，国资委领导对陕煤集团的改
革发展成果、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希望陕煤集团继续扎实推进专项
改革，形成案例，做好改革经验总结推
广和宣传引导工作；对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法治企业建
设、所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运行等方面
提出要求。 （汪琳 马逸轩）

省国资委主要领导到陕煤集团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 4 月 16 日下午，陕煤集团召开省委宣
讲团全国两会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全国两
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省高院副院长
巩富文到集团公司作宣讲报告。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王海帆主持会议。集团公司在家的
领导班子成员、总经理助理、总政工师、集团公司机
关、股份公司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及在研发大楼办公
企业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现场聆听了宣讲报告。

宣讲会上，巩富文同志从大会的主要任务、
全国两会的概况、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几个工作报告，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方面，结合自己参会的学习
思考和切身经验，运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全面
回顾我国近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全面生动地
传达了两会精神，既有高度，也接地气，可谓高屋

建瓴，深入浅出，对集团上下准确理解和全面把
握全国两会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海帆就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要强化认识，深刻领会学习贯彻两会
精神是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二是要精心部署，
努力营造学习宣贯两会精神浓厚氛围。三是要
大力弘扬奋斗精神，把两会精神融入到企业发展
中。王海帆强调，要把贯彻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作
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部署上来，以敢为善成的闯劲、勤学善思的
钻劲、甩开膀子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切实把
中省各项部署要求抓紧、抓实、抓落地，奋力实现

“十三五”发展总体目标，为陕西实现追赶超越贡
献力量，不断续写新时代陕煤追赶超越新华章。

（杨静 马逸轩）

省委宣讲团成员到陕煤集团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略阳发电公司

一季度增发电量创历年来最高纪录
本报讯 一季度，略阳发电公司累计完成发

电量同比增长 53%，完成年度创优值目标的 38%，
机组负荷率和设备利用小时数处区域领先地位，
增发电量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年初以来，该公司咬定减亏增效目标不放
松，紧紧抓住电量、电煤、生产三大关键环节，深
化内部管理、加强外部协调、抢抓利好机遇、开足
马力生产。前三个月，创造出了日、月、季发电量
历史新高的优异成绩，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全
面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郭东权）

本报讯 4 月 11 日下午，陕西
——上海合作项目推介会在上海
浦东举行。在陕西省和上海市主
要领导的共同见证下，陕煤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与上海复星
国际 CEO 汪群斌正式签署了“西
安市红光路长安汇国际文化旅游
超MOA ”和“渭南市华山 Foliday温
泉度假小镇”项目的合作协议，双
方将在西安市莲湖区红光路和渭
南华阴市打造高起点高标准的文
化旅游和健康养生标杆项目。

据悉，陕煤集团与复星国际此
次签订的项目总投资近 200 亿
元，占此次集中签约的 21 个项目
投资总额近十分之一。此次项
目的成功签约标志着在陕煤集
团德璟公司的努力下，陕煤集团
在大健康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陕
煤集团的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陕煤将与复星联
手，以此次项目合作为契机，在大
健康和文化旅游等更广领域展开
更深层次的合作。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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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5 日上午，
《能源》杂志社社长周岳轩和
《能源》杂志社下属能源商学院
组织的能源领域10余名企业高
管来到陕煤集团参观交流。陕
煤集团董事、董事会秘书付战
超及集团企业管理部、综合部、
战略规划委、提名委负责人等
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周岳轩介绍了
《能源》杂志社、能源商学院的
基本情况，肯定了陕煤集团近
年来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表
示希望加强联系，沟通信息，寻

求进一步的合作机会。付战超
介绍了陕煤的基本情况，对《能
源》杂志社、能源领域高管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今后双方
加强交流、寻求合作、互利共赢。

座谈会之前，《能源》杂志
社、能源商学院一行到集团公
司技术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能源
煤炭分质清洁转化重点实验室
参观，并听取了技术研究院负
责人及实验室负责人关于陕煤
集团煤炭分质利用开发与应
用、技术研究院科技产业发展
现状的介绍。 （徐宝平）

《能源》杂志社能源商学院一行到陕煤集团参观交流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 155.9
2018 年 4 月 13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

数为 155.9 点，较上期下跌 1.7 点，同比上涨
3.6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08元/吨，较
上期下跌 5 元/吨，同比上涨 9 元/吨。其中
分品种：动力煤指数 153.9 点，较上期下跌
1.5 点；块煤指数 129.7 点，较上期下跌 2.9
点；配焦精煤指数 187.5 点，较上期下跌 4.8
点；喷吹煤指数106.5点，较上期持平。分区
域：榆林指数147.7点，较上期下跌1.5点；延
安指数 176.2 点，较上期下跌 2.2 点；咸阳指
数 177.4 点，较上期下跌 1.8 点；关中指数
159.8点，较上期下跌1.1点。

本报讯 近日，乌兹
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州
长朱拉耶夫、乌兹别克
斯坦驻华大使赛义多夫
是、撒马尔罕市长、州检
察长、乌兹别克斯坦驻
华大使馆政务参赞、商
务参赞等一行，在陕西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副巡
视员米洪乐的陪同下到
陕煤集团交流座谈。陕
煤集团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严广劳，战略规划
委、企业管理部、化工事
业部、企业文化部及中
亚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
参加了座谈。

会上，朱拉耶夫介
绍了撒马尔罕州的悠
久历史、人文环境、主
要产业、进出口贸易状
况等情况。他说，撒马
尔罕具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底蕴，是一座被誉为

“东方明珠”的古城，此
次来访目的之一是考察
西安在旅游发展方面
的丰富经验，并对撒马尔罕州
的投资环境和旅游业进行推
介，希望吸引企业到撒马尔罕
考察投资。

严广劳在讲话时表示，他
代表陕煤集团对乌兹别克斯
坦撒马尔罕州长一行表示诚

挚的欢迎。他说，陕煤
集团通过由小到大，由
简单到高端，由单一到
综合的发展，积累了丰
富的发展经验，如今已
经形成了多业协同发
展的产业体系，尤其在
围绕煤、转化煤、延伸
煤炭产业链，实现循环
发展、清洁发展方面，
陕煤集团走在了中国
和世界前列。陕煤集
团在对外合作以及对外
投资活动中有丰富的经
验，具有很强的研发建
设、运营能力，同时有意
愿、有信心、有能力在
中亚地区做一些互利
共赢的实在项目。他
表示，在“一带一路”区
域拓展陕煤集团发展
领域是今后一项重点
工作，希望双方携手共
进，在经济交流和项目
合作领域开创互利共
赢的新局面。

座谈会上，与会人
员观看了陕煤集团宣传片，并
且互赠了礼物。双方还就化工
技术领域、资金筹措，撒马尔罕
市新城的建设规划，矿产资源开
发和加工，以及采掘工艺和装备
制造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
交流。 （汪琳 马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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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彬长矿业公司和建设集团在彬长大佛
寺矿区东大佛古镇项目施工现场，举行大佛古镇开
工暨彬长矿业公司与建设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大佛古镇项目是彬长矿业公司为解决矿区员
工安居及矿区采煤沉陷区移民搬迁安置问题而建
设的一座集生活、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于一体
的现代化居住区。项目选址于彬县城关镇土沟村，

东临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寺文物保护区，毗邻312国
道、福银高速，靠山面水，地理位置优越。

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可解决矿区数千户采煤沉
陷区村民的搬迁安置和矿区近万名基层干部职工
的安居问题，更将助力彬长矿业积极构建优势资源
聚集、人文关系和谐、企地互惠双赢的全新发展模
式。 弯桂清 赵鹏 王绍鹏 摄

陕化公司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年”活动
本报讯 继三月份“三标体系”内部审查之

后，陕化公司为抓实抓细质量管理，在全公司范
围内开展 2018 年“质量提升行动年”活动，旨在
全面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陕化公司制定了 2018 年“质量提升行动
年”活动方案，活动以“追赶超越，全面提升产
品质量水平”为主题，围绕“提升质量理念、优
化生产控制、创新管理措施、提高质量水平”的
总体要求，确立了尿素、磷酸二铵、1,4 丁二醇、
聚四亚甲基醚二醇等主要产品质量提升、追赶
超越目标，及综合管理体系转版认证等管理目
标。公司及时建立了质量考核激励机制，各基
层单位积极参与，活动气氛高涨。同时，通过
橱窗、专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质量提升行
动年”活动，各单位积极响应，踊跃申报 QC 小
组及活动课题。 （焦全明 张蓓）

运销集团

一季度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讯 近日，从运销集团传来捷报，该公

司一季度经济运行报表显示，各项主要经营指
标全面完成、经营数据全线飘红，向集团公司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煤炭营销成绩单。

据悉，一季度运销集团自产煤销量 3367.99
万吨，同比增销 4.15%；铁路运量 1349.68 万吨，
同比多运 4.47%；应收货款总额 19.32 亿元，较
去年同期和年初均有所减少；平均售价分别较
去年同期及年初有所上涨。同时网上交易量、
地销煤上网竞价率、价格增收创效、陈欠款清
收总额、入渝煤炭量、省内电煤销量等指标均
优于去年同期，同比实现不同程度增长。煤炭
库存较年初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运销集团面对国家宏观去产
能、环保政策从严收紧以及煤炭市场多变的形
势，特别是煤炭汽运受限愈来愈大、用户需求
不稳以及煤质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紧盯目标任
务、聚焦重点工作，采取主动出击，积极调整
销售思路，挖掘铁路运输潜能促进整体销售，
保障既定目标任务完成，加快追赶超越步伐。

（杨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