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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陕煤集团在积极响应国家“淘汰落后
产能、发展循环经济”号召下建立和成长起来
的新型建材企业，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发挥自身所拥有的 XDL 水泥熟料煅烧新工艺
优势，历经努力实现了水泥企业“超低排放”；
紧盯“固废综合运用”，充分利用矿山开采过程

中产生的矿山碎石、废石，做到矿山“零排放”；
锁定低碱水泥生产、钢渣代替冶炼弃渣、水泥掺
加矿渣粉、中热水泥生产、降低煤耗等技术攻
关，将气化渣、钢渣、转炉渣、
有色金属灰渣、粉煤灰、含钡
废渣、建筑垃圾、燃煤废渣、
石膏、矿渣等十余种固废应
用至产品生产，创造了极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上彰显
了国企力量。

陕煤生态水泥公司:1小时消纳固体废弃540吨，实现减排115公斤
本报讯 5 月 17 日，

陕煤集团党委在西安召
开 2019年巡察工作动员
部署会。传达学习全国
巡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
中央第三轮巡视动员部
署会精神，启动今年巡察
工作，安排部署 2019 年
第一轮巡察各项工作。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杨照乾作巡察工
作动员讲话，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
主持会议。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
海帆，党委委员、工会主
席李向东，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王世斌，党委委
员，总会计师杨璇出席
会议。集团公司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机关
各部门负责人，巡察组
全体成员，巡察办工作
人员；集团公司所属各单
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韩城矿业公司等 6 家被
巡察单位党委书记、负责
配合巡察工作的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组织人
事、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杨照乾在讲话中指
出，在省委第五巡视组对
集团党委现场巡视刚刚
结束之际，我们就紧锣密
鼓地召开 2019年巡察工
作动员部署会，落实中
省有关要求，启动今年
巡察工作。这充分体现
了集团党委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层层
传导压力，将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引向深入的信
心和决心。对于做好今
年的巡察工作，杨照乾强调
了四点意见：一是提高站位，
明确任务，在践行“两个维
护”中讲政治。二是结合实
际，抓住关键，在发现问题上
敢作为。三是正视问题，忠
诚履职，在巡察监督中勇担
当。四是构筑常态，驰而不
息，在长效“震慑”上再强
化。他要求，要坚定信心，扛

起责任，不忘初心、奋发
有为，弘扬北移精神,以
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做好巡察工作，为推
动陕煤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政治保证。

严广劳就落实本次
会议精神提出了四点要
求：一是各单位要迅速传
达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重点学习杨照乾同志的
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新
时代国有企业开展巡察
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
集团公司各部门、各单
位，要提高站位，从讲政
治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
巡察工作，从各方面保证
巡察工作顺利开展。三
是 6 家被巡察单位党委
要尽快建立巡察联络机
构，做好与巡察组的对接
工作，以积极态度配合巡
察组开展工作。四是各
巡察组要按照要求，尽快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
分工，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监督重点，确保巡察质
量，加强纪律建设，树立
良好形象。

会上，王海帆宣读了
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对韩
城矿业等 6 家单位党委
开展巡察工作的通知》。
据悉，本轮巡察集团公司
党委将派出 3 个巡察组，
按照“一拖二”的方式分
别对韩城矿业公司、渭
化公司、建设集团、陕焦
公司、物资集团和开源
证券公司 6 家单位党委
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巡察
工作。本轮巡察继续坚
持政治巡察基本定位不
动摇，突出“六个围绕、
一个加强”，同时还将全

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经营
管理有关重点工作也纳入
巡察重点，巡察期间，集团
公司党委还将就选人用人
和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专项检
查，分别由党委工作部（组织
部）和宣传部抽调专人组成
检查组实施。

会议还安排了巡察培
训等有关工作。 （梁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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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5日，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石门县委书记谭本仲一行来到陕煤集团座谈
交流。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参加座谈
会。座谈会由副总经理王增强主持。

会上，谭本仲首先介绍了石门县近年来在脱贫
攻坚、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
谭本仲指出，近年来，陕煤集团对石门经济社会发
展、脱贫攻坚和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工作作出了重大
支持和贡献，他代表石门县向陕煤集团表示真诚的
感谢。他希望陕煤集团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石门的
经济发展，在石门电厂三期项目建设中给予更大的
支持和帮助，使电厂继续为石门乃至湖南省的经济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进一步巩固石门县的脱贫攻
坚成果。谭本仲表示，石门县委县政府将从政策、人
才、资源等方面尽最大的力量推进石门电厂三期项

目，为陕煤集团的投资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杨照乾首先对石门县委县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多

年来对石门电厂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谭本仲书
记一行来陕煤集团座谈交流表示欢迎，并真诚祝贺
石门县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样板县。杨照乾充分
肯定了石门县近年来在一手抓脱贫攻坚，一手抓产
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实效。杨照乾表示，陕煤集团
将全力支持和加快推进石门电厂三期项目的建设，
并通过煤、化、电、油、气等产业组合发展，从根本上
助力石门的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

会上，王增强介绍了陕煤集团的发展概况。集
团电力事业部、综合部、战略规划委、长安电力公司
以及石门电厂等部门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与石门
县人大、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石门电厂三
期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进行了交流。 （梁新星）

湖南省石门县委书记谭本仲一行来陕煤集团座谈交流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72.9
2019年5月17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为172.9点，

较上期上涨1.3点，同比上涨17.9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
格453元/吨，环比上涨4元/吨，同比上涨47元/吨。其中分
品种：动力煤指数171.2点，较上期上涨0.9点；配焦精煤指
数232.4点，较上期上涨5.7点；块煤指数149.5点，较上期上
涨2.0点。分区域：榆林指数165.9点，较上期上涨1.6点；延
安指数198.3点，较上期上涨1.6点；咸阳指数194.0点，较
上期上涨1.0点；关中指数165.7点，较上期上涨0.1点。

本报讯 5 月 17 日，陕煤集团召开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
彻落实中省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部署精
神和省国资委的要求，精准识别自身存在的重
大风险，综合施策化险为夷，不断夯实新时代
陕煤追赶超越和高质量发展基础。集团公司
有关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
员；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风险防控工
作的领导、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及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了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在会上
讲话，从为什么防风险、防什么风险、怎么防
风险三个方面，强调了风险防控的重要意义，
指出了风险的识别和重点，提出了风险防控的
措施和要求。杨照乾指出，防风险是一场任务
艰巨、责任重大的攻坚战，也是一场必须打
赢、打出成效的攻坚战。集团上下要准确把握
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健全制度机制，提高防
控能力，确保完成防风险各项任务。杨照乾强
调，要扛起政治责任，用好六种思维；抓实抓
细排查，着力识别风险；健全防控机制，提升
化解能力；厘清本末关系，推进工作创新。杨
照乾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集团上下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拿
出“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
强意志，提高政治站位，勇于担当作为，坚决
打好防风险攻坚战，以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
向建国70周年献礼。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主持会
议，并就贯彻落实好此次会议精神强调了三点意
见。一是迅速高质量传达贯彻本次会议精神。集
团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省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本次
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上来，并作为今
年管理提升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二是切实抓好
工作任务落地。各单位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
系，强化风险管控，提高识别、防范、处置风险的能
力，确保不发生重大风险和系统风险。三是加强
监督考核。各单位要把重大风险管控纳入企业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体系，建立风险管理监督评价机制，促进集团风
险管理持续改进，确保集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福堂传达了中省有关防范和
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精神，解读了集团公司《防范和化解重大风
险工作方案》，并就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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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6 日，从在黄陵县召开的陕西日报社
2019年通联工作会议上传来喜讯，陕煤集团宣传部荣获
陕西日报社 2018年度新闻报道“先进单位”称号；陕煤集
团宣传部汪琳、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倪小红和陕煤运
销集团杨龙、卢妮荣获 2018年度新闻报道“优秀通讯员”
称号；陕煤集团宣传部梅方义、徐宝平的稿件《从三秦走
向世界——陕煤集团14年的改革发展之路》和梅方义、汪
琳的稿件《解决问题有办法，精准扶贫有实招——陕煤集
团“两联一包”扶贫工作纪实》荣获陕西日报社 2018年度
通讯员优秀新闻作品奖。

2018年，陕煤集团加大对外宣传工作力度，从集团宣
传部到所属单位新闻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积极撰写新
闻稿件向主流媒体投稿，全年对外发表新闻稿件突破了
10000篇，显著扩大了集团公司知名度和影响力。集团宣传
部高度重视在陕西日报上的宣传工作，并作为集团对主流媒
体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在陕西日报的
上稿量，通过陕西日报积极向全省各界宣传集团公司改革
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2019年，集
团宣传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多发好稿件，展
现陕煤形象，讲述陕煤故事，传递陕煤声音，为企业改革
攻坚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徐宝平）

荣获陕西日报社2018年度新闻报道先进单位
陕煤集团宣传部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简称“西洽会”）于 5月 16日至 19日在重
庆举行，陕煤集团受重庆市政府邀请参加了本
届西洽会，同时在陕西展馆也设有展台。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副总经理
王增强及集团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与重庆
市有关合作单位、参与展览单位负责人等到
重庆参加了此次西洽会，并出席在渝举办的
陕西投资环境暨文化旅游推介会。

15日下午，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
来到重庆国际博览中心N2展馆实地查看了陕
西展馆。在陕西展馆的陕煤展台上，刘国中
对陕煤技术研究院的三元动力电池、蒲洁能
化公司的聚丙烯和聚乙烯等产品的性能、特
点及优势进行了询问，并对陕煤集团新材料
研发科技创新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6日下午，陕西投资环境暨文化旅游推介
会在渝州宾馆召开，严广劳在推介会上发言时
讲到，陕煤与重庆能源合作三年来，先后签署
了两份《战略合作协议》，达成了“产能置换+煤
炭保供+常态储煤+物流投资”合作共识，对产能

置换、陕煤入渝的规模、价格及在渝项目投资进
行了明确约定。他说，合作以来，陕煤集团始终
坚持“眼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服从
于诚信红利”的两个原则，确保“两个不高于”的
落实。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得到了国家能源局
的高度认可，成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下，跨省区能源战略合作的成功样本和典型示
范。下一步，将在双方省市政府的领导下，进
一步深化合作内容，扩大合作范围、拓宽合作
领域，为渝陕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本届西洽会，陕煤集团展区位于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N3展馆，由集团宣传部和物流管
理部牵头，共组织了所属单位铁路物流集
团、榆北煤业公司、蒲洁能化公司、技术研究
院和实业集团基层单位陕西硒谷产业公司、
黎坪景区、木王山景区及陕煤重庆物流公
司、陕煤重庆储运公司等多家单位参展。集
中展示了陕渝合作、陕煤铁路外运通道、铁
路物流体系建设、智慧矿山建设、新材料研
发、煤化工技术、绿色产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果。 （何武宏 贺芳）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省长刘国中（（中中））参观陕西展馆陕煤集团展台参观陕西展馆陕煤集团展台。。

陕煤集团参展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本报讯 5月 13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五届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会上，中煤协会
党委书记梁嘉琨作了会议报告；副会长姜智敏主持审
议通过了相关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常
务理事、副会长，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当
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会上，陕煤集团及所属有关单位获得了2018年度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个，二等奖5个，三等
奖3个；17家煤矿获得了2016-2017年度煤炭工业安全高
效矿井；彬长胡家河矿等2家煤矿获得了2016-2017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先进煤矿；陕煤集团企管部等部门及基层单
位分别获得了科技创新、统计工作、人力资源、档案管
理、两化融合、煤炭洗选等先进荣誉称号。

下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
在会议中心多功能厅召开。大会总结回顾了自2012

年以来第二轮修志工作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会上，陕
煤集团编志办、铜川矿业公司被授予“煤炭工业第二
轮编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集团编志办闫勃、蒲白矿
业公司惠劳武等2名同志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同时集团机关及所属有关单位59名同志被授予煤炭
工业第二轮修志工作荣誉证书。

会上，王显政、梁嘉琨、李万疆、冀祥德同志共同
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史志馆进行了揭牌；三家单位代
表作了发言交流。王显政同志在最后作会议总结讲
话时指出，第二轮编志工作对于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强
国战略，推进文献史志资料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此轮修志成绩突出、亮点显著，形成了专业的志书
体系。行业特色鲜明的志书编纂工作增强了企业认
可度，充分构建了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对企业、地
方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任郭英 李泽林）

陕煤集团获得中煤协会多项荣誉
杨照乾连续当选中煤协会副会长

本报讯 5 月 16 日，陕煤集团召开
2019年财务专项工作推进会。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年初工作会
精神，确定集团财务工作提升之策，以推
动集团财务战略目标达成，助力集团公司
高质量发展。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福堂
受邀参会并讲话。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
会计师杨璇，财务资产部、审计委负责人
及相关人员；集团所属各单位分管财务领
导、财务部门负责人、主要生产单位财务
负责人等1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集
团公司资产财务部经理袁景民主持。

会议通报了集团公司 2018年度财务
专项工作完成情况；表彰了2018年相关财
务专项工作先进单位；安排部署了2019年

财务管理、资金管理、经营管控、会计管理
等方面的重点工作；对财务公司服务和产
品进行了介绍；解读了2019年财务专项工
作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

赵福堂回顾总结了集团公司成立十
五年以来，从煤炭“黄金十年”到经济下
行、打赢生存保卫战到目前的高质量发展
阶段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此
期间，财务部门紧紧围绕集团中心工作，
服务发展大局，扎实做好资金管理、经营
管控和会计核算等重点工作，并逐步探索
出了适合集团的管控模式和办法，勾画出
了打造国际一流财务标杆企业的实施路
径，为助推集团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会上，他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央

有关会议精神，并要求新时代财务工作者
要加强学习，要用新思维模式去适应新发
展新要求。他强调，在今后工作中，一是
要旗帜鲜明地把讲政治融入到业务工作
中去。二是要不折不扣地守规矩。三是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是要实实在在
地干好本职工作，要努力使集团财务管理
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集团辉煌未来。

会上，杨璇回顾了2018年集团财务管
理工作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对下一阶段的财务工作提出了五点要
求：一是要坚守不发生各种财务风险的
底线。二是要在巩固现有工作成绩不滑
坡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有进总基调不变，
即在财务工作理念上，始终坚持从严、从

紧、从细确保企业经营的良性运作。三
是在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和新任务时，集
团财务管理必须以全新的作风和担当来
适应。四是要围绕财务战略目标，做好
整体财务管理工作的同时系统梳理和安
排财务各项专项工作，使财务管理水平
逐年有所提升。五是要不断提升经营质
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杨璇要求，会后各
单位要尽快传达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切
实按照集团要求，结合各单位实际细化
分解，统筹安排落实好各项工作，圆满完
成各项财务管理工作任务，推进“国内一
流财务管理标杆企业”的目标尽快落地，
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为集团成立 15周
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杨静）

陕煤集团召开2019年财务专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1至4月份，陕钢集团生产经营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各项产量指标均实现了新的突破。1至 4月份共生
产粗钢392.71万吨，同比增长12.06%，累计盈利6.98亿元，
同比增盈0.8亿元。

今年以来，陕钢集团在陕煤集团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
持下，通过强化集团管控、科学组织生产、积极抢抓市场机
遇、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进度，各项管理措施成效显著，生产
经营形势稳中向好，在行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下，
陕钢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逆势增长，为完成全年追赶超越目
标任务奠定了基础、鼓励了士气、提振了信心。陕钢集团上
下紧紧抓住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黄金时季，以“党建领航、班
子引领，干部走在前列”工作机制为纲要，以“125448”战略
为统领，以“抢抓机遇攻指标、提质增效促发展”劳动竞赛
为契机，紧跟市场形势，紧扣市场脉搏，利用好生产经营
的良好形势，抓基层、打基础、强基本，精心组织生产，层
层落实责任，以天保月、以月保季，在稳产增产、安全生产
的基础上，切实抓好效益提升工作。 （李长庆 梁建华）

陕钢集团逆势增长 追赶超越显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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