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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0日，陕煤集团在西
安组织召开了《神渭管道输煤项目富
余煤浆应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
审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尚建选，集团公司战略规划委、基本建
设管理部、节能环保部、化工事业部、
财务资产部等部门代表，以及集团所
属蒲洁能化公司、陕化公司、神渭管运
公司的有关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邀
请了9位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评审。

评审专家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可研
报告编制单位汇报，对项目技术路线
选择、工艺流程及项目投资等方面进
行了质询、讨论。专家组认为此报告
结构完整、方案可行，符合企业发展
状况。陕西联合能源公司副总经理
王永军作了表态发言，表示将按照专
家组提出的意见对可研报告进行认
真修改完善，服务好项目建设。神渭
管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一
作表态发言时表示，公司将继续在集
团领导下，积极修订项目可研报告，做

好初设及施工图设计工作，合理组织项
目施工管理，做好富余煤浆应用工程的
建设，确保神渭输煤项目顺利平稳运
行，努力打造国内管道输煤示范工程。

最后，尚建选代表集团公司对专
家组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并对下阶
段工作提出要求。他要求作为报告
编制单位，陕西联合能源公司要持
续负责到底，对专家提出建议需要
修改的部分尽快完善，为下一步完
成初步设计打好基础；要求做到开
展工作“两步走”，前期要确保项
目可研和初步设计扎实推进，后期
在项目建成运行之后，要对出现的
新问题根据实际及时作出应对举
措；要求神渭管运、蒲洁能化、陕化
公司等集团内部参与单位，要站在
集团公司全局高质量发展的高度，
进一步理清管理边界，主动担责、各
司其职，要全力协作共同推进工程，
确保集团公司整体战略高质高效稳
步推进。 （吴文颢 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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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日，全省统战部长
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对去年全省
统战工作进行了总结点评，并对2019
年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姜锋出席并讲话，会议由
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光明主持。

七家分别来自地市、国有企业和
省属高校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
作交流发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党
委作为唯一一个国有企业发言单
位，由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组织
部）部长王俐俐代表集团以《筑牢

“大统战”格局，聚力高质量发展》为
题在会议上进行交流。

陕煤集团始终坚持把统战工作
作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把
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特点，构筑“大统
战”工作格局。一是抓管理提效能，
以“责”聚力，并提出了“一册、一档、
一表、一台账”统战工作管理法；二
是重引导强载体，建“制”聚力，全面
加强政治引领、思想引导，健全联
谊、教育、网络三个机制；三是以真
心换真情，明“德”聚力，充分考虑统
战成员利益，不断巩固新时代统一
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下一步，陕煤集团将坚定不移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统领新时代统战工作，准确
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定位、新重点
和新要求，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
础，确保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为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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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八届陕西质量奖新鲜出炉，黄
陵矿业有限公司赫然在榜。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能源行业依靠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支撑，以市场供
需和规模产量取胜，追求质量与其关系并
不明显。

然而地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座落在
桥山脚下沮水河畔的黄陵矿业，仅仅以其
年产 1800 万吨的煤炭产量和总装机容量
730MW 的电力产业两个主要经济支撑板
块，却强势跻身产值百亿俱乐部，黄陵矿业
究竟靠什么？

质量大奖花落黄矿
了解的人都知道，陕西质量奖是全省

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主要授予在创新质
量管理、提升经营绩效方面具有显著示范
带动作用的单位和组织。此奖项更是全省
数万家企业共同的追求。

陕西质量大奖花落黄矿，黄陵矿业靠
什么？

翻开黄陵矿业近年来的数据字典，不
难发现：2015年，全国 90%煤企亏损，黄陵
矿业提质量、降成本，在煤炭市场需求严重
萎缩的寒冬期，实现销售收入65亿元、利润
2亿元；2018年，仅仅3年之隔，黄陵矿业在
质量的支撑下，业绩指标强势增长，全年实
现产销两旺，实现收入 107亿元，利润较上
年增长 9.4亿元，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
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销售毛利率 16%、
15.74%、73.36%、61.17%，十项可控费用同
比下降3.35 %，强势跻身产值百亿俱乐部。

正如黄陵矿业党委书记、董事长雷贵
生说的那样，“黄陵矿业坚持绿色发展引领
传统能源企业转型。实施煤电联产、绿色
发展的转型发展战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吃干榨尽”，提升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同
时坚持重质量、讲诚信、树品牌，以质量信誉
为保障，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注定会在同行
业中脱颖而出。而斩获陕西质量大奖，则是
黄陵矿业公司提高发展效率，打好提质增效

持久战，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第一步。”
2018年8月，陕西省质监局副局级巡视

员宋艺光带领评审小组对黄陵矿业公司展开
了为期两天的现场评审，对黄陵矿业“以煤矿
智能化开采技术，引领安全高效、煤电联产绿
色发展的企业发展模式”给予高度评价，他
说：“在黄陵矿业，能够感受到在这里工作的
职工满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也足以看出
黄陵矿业在质量管理上的不懈追求。”

黄陵煤温暖华夏五千年
走进黄陵矿区，文化广场几个红色的

行楷大字引人注目——“黄陵煤温暖华夏
五千年”。近年来，黄陵矿业聚焦做精做优
煤炭产业，率先实行煤炭产品标准化、定制
化，“黄灵一号”和“黄灵煤”两种品牌被列
入国家免检产品，“黄灵”牌混煤荣获“陕西
省名牌产品”称号。

是什么力量撑起了“黄陵煤”不变的金
字招牌，又是什么原因使“黄陵煤”能够戴
稳“免检”的桂冠，又为何无论煤炭市场如

何跌宕起伏，“黄陵煤”始终能够得到用户
的青睐，像傲雪的寒梅一样，在煤市寒冬中
绽放出骄人的一抹红？

“像爱护眼睛一样，把黄陵煤金字招牌维
护好。”雷贵生介绍说：“除了发挥得天独厚的
煤种优势，还要在质量上争创精品，开展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建设’。只有坚持
走提质增效之路，才能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梳理黄陵矿业这些年来的发展，既享受
了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喜悦，也经历了煤
炭价格“跌跌不休”的痛苦。近两年，煤炭行
业随着国家大宗商品经济的复苏，呈现出改
革复兴态势，经营业绩持续改善，煤炭经济稳
中向好，这让煤炭企业继“黄金十年”之后再
次尝到了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

在此背景之下，黄陵矿业“主动作为早
出击、调整结构促转型、突出‘实’字促管
理、狠抓质量稳市场。”2018年，坚持从源头
抓质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以用户为
中心，煤炭综合平均售价涨幅达到11.33%，

而环渤海指数加权平均价却降了2.51%。
“市场是产品最好的检验员，黄陵品牌

已成为了公司的无形资产，吨煤价格维持在
高于市场价格20至50元左右，品牌溢价能
力不断提高。”黄陵矿业营销部部长陈曦介
绍说。

科技创新开创行业先河
近年来，黄陵矿业依托科技创新，在薄

煤层智能化无人开采开创行业先河后，继
续“抢滩登陆”，先后攻克中厚煤层以及大
采高智能化无人开采，随后陆续引进快速
掘进、110工法等先进工艺……科技创新，
黄陵矿业一直在加速奔跑，而且每一步都
在见证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前行的科技成
果，都在诉说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工业快
速崛起的动人故事。

2012年以来，黄陵矿业共完成科技项
目 260余项，其中 26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300 余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授权专
利，成为陕西省首批“十佳”创新型企业，为

国有能源企业创出了一条安全高效、和谐
文明的发展之路。

据了解，近 5年来，黄陵矿业公司先后
与中国矿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安徽理工
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陕煤集团技术研究院
共同实施了 50余项前沿探索和示范项目，
掌握了一批国内国际领先的高端技术。

从最初的炮采到如今的智能化无人开
采，黄陵矿业用科技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煤
炭企业的认知。同样，黄陵矿业筑巢引凤
建立“人才库”，打破了大众印象中“傻大
黑”的矿工形象，如今的黄陵矿区是“高精
尖”人才的集聚地，煤矿工人穿着西装、打
着领带，在地面采煤体面工作的梦想，在这
一代黄矿人手中得以实现。

截至目前，黄陵矿业共有研究生以上
学历 43人，本科 1080人；管理及专业技术
人员1100人，高级以上职称182人；拥有劳
模创新工作室1个，高技能人才职工（劳模）
创新工作室1个，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

自主研发能力的不断增强，让黄陵矿
业有了自己的“科技硬名片”。敢于和德国
专家叫板的“大国工匠”符大利谈到黄陵矿
业的智能化无人开采和科技创新应用时
说：“有了自主创新和大胆实践，感觉腰杆
子都挺直了。”

安全质量 企业发展最大的质量
“安全是一切工作之首”“安全至高无

上”“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走进黄陵矿业，这样的安全生产标语以及
安全先进个人的形象在公共区域都随处可
见，安全工作先进经验、先进单位和个人，
在黄陵矿业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和宣传。

近年来，从依靠智能化无人开采实施
科技兴安战略，到推行人的安全行为治理、
反“三违”治理、安全环境治理、安全生产标
准化动态达标治理和生产系统优化的“四
治理一优化”安全管理新模式；从引进
NOSA安全健康环保管理体系，到出台史上
最严“反三违”禁令，黄陵矿业一直致力于

构建企业安全生产大格局。
2019年安全工作会，黄陵矿业拿出750

万元重奖安全单位和先进个人，黄陵矿业
党政主要领导为20名安全行为标兵披红戴
花并颁发荣誉证书……

时隔几天，黄陵矿业又出台史上最严
“反三违”禁令，其中有这样一条：建立黑名
单制度，将出现二次及以上的一般“三违”
人员列入黑名单，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取消
其评优和晋升资格，严重者调离原岗位；对
于触碰严重“三违”和《安全生产二十条红
线》的人员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奖地心动，罚地心疼。”对于安全工作，
雷贵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安全是一切工作
之首，我们要在抓安全上突出严、在管理上突
出细、在行动上突出实，真正形成职工不想‘三
违’不能‘三违’、不敢‘三违’的安全氛围。”

“安全质量才是企业发展最大的质量。”
踏上黄陵矿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显而易
见，安全质量被放在了第一位。 （管兵）

摘得第八届陕西质量奖摘得第八届陕西质量奖，，黄陵矿业靠什么黄陵矿业靠什么？？

省长刘国中到陕煤集团所属单位看望慰问离退休困难职工

本报讯 近日，从2019年全省国资系统工作会议
上获悉，陕煤集团荣获省国资系统 2018年度混合所
有制改革、“压减”专项工作、“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僵尸企业”处置、脱贫攻坚工作 5个专项先进奖项。
同时被授予2018年省属企业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贡
献奖前三名。这是集团公司在谋求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实现了企业规模、效益双新高，继续成为全省国
资系统五个专项工作表彰的“大满贯”企业。

2018年，陕煤集团积极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实行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和深化改革
紧密结合，通过“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引导，提
高改革的针对性，以科学决策、精细管理、团队建设
为目标，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了各种
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压
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专项工作中，陕煤集团

始终把“压减”工作作为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实
现追赶超越目标的重要抓手，积极开展“压减”工作，
优化资产和产业结构，推动集团发展质量效益持续
提升。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推进中，陕煤集
团准确把握政策、做好宣传引导、制定工作计划，倒
排工期、落实责任、加大考核和协调力度，保证了“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平稳、快速推进。陕煤集团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按照“北产业、南精准”的思路进行。“北
产业”是以榆林合力团为阵地，加快榆林合力产业扶
贫开发公司组建运营和产业扶贫项目落地，与榆林
市清涧县政府合资成立清涧北国枣业有限责任公
司；与子洲县政府合资成立了陕西天芪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南精准”是以安康市汉阴县为主的“两联一
包”精准扶贫。截至目前，集团公司“两联一包”帮扶
的16个村，脱贫群众突破万人大关。 （何武宏）

陕煤集团获全省国资系统2018年五个专项工作“大满贯”

本报讯 近日，陕焦公司传来好消息：截至1月31
日，该公司运输处共组织装卸车3957车，合计21.95万
吨，其中焦炭发运2855车14.34万吨，洗精煤发运294
车1.96万吨，原料煤卸车808车5.65万吨，完成计划的
140%，创造了专用线单月作业车数最多，发运量最多
纪录，实现了该公司2019年铁路发运“开门红”。

新年伊始，陕焦公司紧抓铁路运输任务指标，积
极协调车务段，对内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费亏吨损
失，对外统筹协调，配合舟山二部加大洗精煤发运，
做大增量、强化运行，通过一系列措施，超额完成发
运任务。一是积极向铁路部门争取运力倾斜，加大
空车配置力度；二是紧盯设备质量保障，提前做好车
流计划调整，及时与各部门协调，加强对坏车的修复
利用，提高装车效率；三是科学分解装车计划，在充
分掌握各发运站煤源、煤种及货位的前提下，合理安
排空车去向，“突出重点，加大力度”，确保均衡装车；
四是落实责任到人，弘扬坚守精神，抓住每一个环节，
争取每一节车皮，保证横向各点有人管，纵向环节有
人抓，做到责任明确有落实，运行全程无死角。

据了解，该公司运输处还充分利用元旦假期铁
路流向宽松、空车充裕的机会，合理调度，积极组织，
抢装抢运，确保公司产销平衡，为公司完成全年发运
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林鹏）

陕焦公司

铁路发运实现首月“开门红”

正月初一、初二晚上，石门发电公司工会在该
公司气排球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新春游艺活动，给
在公司过年的员工和家属送去喜悦、快乐和美好的
新年祝福。 耿丹 摄

本报讯“我将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和企业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掌握岗位专业知识，熟
悉岗位安全流程，履行岗位安全职责，做好自主保安
和相互保安，为企业安全生产贡献力量……”

新年伊始，为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开好头起好步，彬
长矿业胡家河矿干部职工认真开展“强管理、反‘三违’、
保安全”全员承诺活动，从思想源头入手坚定不移确保
全年安全生产。

为了确保安全承诺更加科学、更加贴近实际、更
加富有成效，该矿领导班子成员带头签订安全承诺
书，从机关到区队，从管理人员到普通职工逐级签
订，使全体干部职工感受到“签下的是承诺，扛起的
是责任”，增强了全员对安全工作的使命感和压力
感，在全矿形成了人人立足岗位保安全做承诺，安全
生产人人负责、层层把关的浓厚氛围。

“通过全员签订‘安全承诺’，进一步提高了干部职工
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我保安
全’的主观能动性转变，使‘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
理念深入人心。”该矿党委副书记张涛说道。（白海涛）

胡家河矿

全员承诺精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陕西省省长刘国中一行深入陕煤集团
所属重装集团西煤机公司看望慰问企业离退休困难职工。省政府秘书长
方玮峰、省国资委主任任国及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等陪同。

刘国中一行先后深入离退休困难职工尹基良、康桂花家中进行了走
访慰问。刘国中与困难职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及身体
状况，叮嘱随行企业负责人要多关心关注困难职工的生活，竭尽所能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确保每位困难职工及家属能过上一个温暖祥
和的新春佳节，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离退休困难职工送上慰问金和新
春祝福。

走访慰问过程中，刘国中还听取了企业有关情况汇报，并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蔡彦军 张雯）

本报讯 近日，从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获悉，陕钢集团“禹龙”牌钢筋混凝
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HRB400E 系列、钢
筋 混 凝 土 用 热 轧 带 肋 钢 筋 ( 盘 条)
HRB400E 系列两项产品荣获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2018 年度冶金产品实物质
量金杯优质产品”称号。

本次评选是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开展冶金产品实物质量认定管理办法和

实施细则要求，经企业申报、初审、现场
核查、用户满意度核查、专业评审等认定
程序，最终由钢铁协会审定委员会审定。

据悉，陕钢集团生产的钢筋混凝土
用热轧带肋钢筋HRB400E系列产品，属
高强度抗震钢筋，产品销售范围辐射陕、
甘、川、渝、鄂及云贵等地区，为西南地区
快速稳定发展提供支撑。产品质量经国
家、省、市三级质监部门多次监督抽查，
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其化学成分、外

形尺寸和力学性能满足GB/T1499.2-2018
标准要求，外观质量好、深受顾客赞誉，
顾客满意度逐年提高，质量水平稳定，被
陕西省质量强省工作推进委员会评定为

“陕西省名牌产品”。
近年来，陕钢集团坚持目标导向，强

化质量管理，以实物产品质量提升和顾
客满意为宗旨，从产品的质量标准、质量
体系运行、质量责任制的落实、每道工序

过程控制、工艺纪律的执行、各个检验环
节、质量相关岗位人员设置等方面入手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严格落实钢材新标
准，新增并修订工艺操作规程59项，累计
完成授权专利 209 项，发明专利 13 项。
同时完善了“禹龙”产品标牌信息化功
能，开通“龙钢掌中宝APP”扫码平台，方
便用户扫码查验，开展“禹龙”品牌维权
打假活动及客户满意度调查，客户满意
度高达96.98%。 （郭尚斌 乔朋亮）

陕钢集团“禹龙”钢材获“金杯优质产品”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