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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对员工
来说，不止是解决
设备“疑难杂症”
的时候，也是检验
自身技能水平的
时候，而对于刚刚
参加工作不久的
新员工来说，大修
更是难得的学习
机会。随着北元
化工水泥公司一
线回转窑系统冬
季 大 修 正 式 开
启，许多在平时
接 触 不 到 的 部
位，此时都掀开
神秘的面纱，成
为师带徒的小课
堂。图为电机检
修班班长訾建平
拿着碳刷，细心
地给徒弟朱强介
绍烘干破碎机主
电机情况。

张琦 摄

本报讯 11月 25日，从第五届陕西省职
工科技节上传来喜讯，陕煤集团共获得各类
奖项175个，获奖种类和数量均位居所有参赛
单位之首，这也是集团公司参加五届陕西省
职工科技节以来的最好成绩。

在此届陕西省职工科技节中，陕煤集团精
心组织，共获得陕西省职工优秀科技创新成果
金奖13项、银奖43项、铜奖88项，占全省表彰
成果 608项的 23.7%。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
司数控铣工、高级技师何亚军被省委、省政府
命名为 2019年“三秦工匠”；陕煤集团工会、
陕北矿业公司工会、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工
会、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工会、神南产业公司
工会被授予“陕西省第五届科技节优秀组织
单位”称号。尤其是陕北矿业取得了骄人的
成绩，98个项目被授予陕西省优秀科技创新
成果，柠条塔公司荣获陕西省十大创新企业，
张家峁公司王志鹏荣获十大创新人物，柠条
塔焦悦峰创新工作室荣获十大创新工作室，
冯敏等 4名职工被授予“陕西带徒名师”称
号，4项成果被命名为“陕西省职工创新创业
优秀项目”，9项操作法被命名为“陕西省职工
先进操作法”，魏磊磊、吕文宏被命名为“陕西
省职工创新创业优秀人物”，张凤举、曹海清
被命名为优秀组织者。另外，神南产业公司
还受邀参加了科技节成果展览。

近年来，陕煤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认真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方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要求，以提高职工队伍
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更多的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技术工人队伍为宗旨，组织开
展了“三小一练”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即在
职工群众中广泛开展讲小故事，创小成
果，编小案例，练“绝技、绝招、绝活”活动，
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

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大力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用诚实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
用、激励和保障措施，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用辛勤工作再造辉煌业绩，合力
谱写陕煤集团“以煤为基，能材并进，技融双驱，蜕
变转型”发展战略的新篇章。 （张凤举 杨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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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6日，陕煤集团神木天元
化工有限公司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研发的“大型工业化低阶粉煤回转热解
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科技成果，在北京通
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
技成果鉴定。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倪维斗、杨
启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等 9位专家组
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技术攻克了
低阶粉煤清洁高效分质转化的热解关键性
技术和装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突
出、产业延伸性强，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明显，对于促进低阶粉煤的高效转化、煤热
解领域的科技进步具有积极意义，整体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议尽早开展百万
吨级大型化工业示范及推广应用。

鉴定结果表明，该装置生产的煤焦油
水分含量在 0.5%以下，密度小于 1.03g/L，
甲苯不溶物 1.5%以下，煤气热值 7200Kcal/
Nm以上，甲烷含量 40%以上，有效成份超
过85%。提质焦粉平均全水分10%，平均灰
份7%，平均挥发份10%，平均固定碳82%，平
均硫含量0.25%。

该技术主要以粒径0至 30mm的低阶粉

煤为原料，通过回转反应炉进行热解，生成高
温油气和提质焦粉（提质煤），高温油气通过
电离捕捉除去粉尘和焦油颗粒，焦油送入下
游作为煤焦油深加工原料，高热值煤气作为
LNG及下游化工产品主要原料，提质焦粉应
用于钢铁、发电行业和民用洁净燃料使用。

回转反应炉为该技术的核心设备，单
位体积换热面积大，易于实现大型化。提质
焦粉分级冷却及钝化系统中的冷却器为该
技术的关键设备，冷却效果好，占地面积小，
分布更合理，具有明显的工程技术优势。油
气除尘系统采用多级除尘工艺，工艺配置独
特，可实现高效除尘。同时，该技术装置热
循环利用率高，耗水少，适合在低阶煤资源
丰富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推广使用。

据了解，该技术于 2012年开始研发，历
时 7年先后攻克了设备放大、管道堵塞、油
气中粉尘含量高、运行周期短、设备结焦、
油水分离困难、污水量大、污水处理难等一
系列难题。已获得国家专利达 56项，其中
发明专利 12项，实用新型专利 44项。2018
年底，陕煤天元采用该技术在陕西神木锦
界工业园建成 60万吨/年工业化示范装置，
可生产提质焦粉及煤焦油、LNG、LPG等产

品，并结合陕煤天元煤焦油专利技术转化
的煤焦油轻质化生产装置，形成完整产业
技术链，实现连续安全满负荷稳定运行。

11月 7日至 10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组织专家对陕煤天元 60万吨/年
大型工业化低阶粉煤回转热解成套技术装
置进行现场 72小时连续运行考核。考核结
果表明：工艺流程先进合理，油气产品收率
高、产品质量好，具有较广泛的利用前景，
经济效益可期。

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利用一直是我
国能源战略的重点发展领域，中低温热解
技术是实现煤炭分质利用、高效转化的重
要方式。目前，煤炭储量丰富的陕西、宁
夏、内蒙古等地，对煤炭转化多以 30 至
80mm块煤为主要原料。对原料品质要求
高，技术和设备较为落后，产品适用范围
小。针对我国煤炭生产加工过程中粉煤产
量高、处理难度大的特点，陕煤天元采用以
粉煤为主的中低温转化技术，攻破粉煤热
解多项技术难关。该技术对原料依存度
低，产品推广度高，液态、气态产品均是国
家战略需求产品及原料。此项大型工业化
低阶粉煤回转热解成套技术的开发与应

用，完全符合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战略，
契合了国家《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年）》提出的“积极推进煤炭分
级分质梯级利用，加快推进低阶煤中低温
热解分质转化”的战略规划，60万吨/年粉
煤分质综合利用装置的成功运行，对于促
进低阶粉煤的高效转化、新型煤化工的科
技进步、能源战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据了解，陕煤天元正在有序推进实施
的 660 万吨/年粉煤资源洁净化分质利用
（技术转型升级）示范项目，该项目已列入
《中国制造 2025陕西实施意见重大项目》和
陕西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和高端装备制
造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
叶，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部、煤
化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秀江；陕西省能
源局、榆林市发改委、工信局有关部门负责
人；陕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尚建选，总
经理助理、化工集团董事长梁玉昆，集团有
关部门负责人；神木煤化工党委书记、董事
长、天元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毛世强，以及
天元公司、华陆公司有关领导参加了本次科
技成果鉴定会。 （魏峰 韩伟 林钟阳）

神木煤化工天元公司低阶粉煤回转热解成套技术通过鉴定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讯 按照中央和省
委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头
看”部署要求，陕煤集团党
委专门成立主题教育整改
落实情况“回头看”督导检
查组，从 11月 19日至 12月
10日，扎实有序开展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回头看”督导
工作。

为确保督导检查顺利
开展，陕煤集团党委在认真
学习中央、省委相关文件的
基础上，深刻把握中省对主
题教育整改落实情况“回头
看”的工作要求，精心研究
部署，从督导检查的具体内
容、计划安排、方法步骤、工
作纪律等4个方面进行认真
研究，形成开展督导检查工
作的时间表、路线图。

为确保督导检查工作
的可操作性，陕煤集团党委
结合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
头看”，制作了督导检查项
目表、百分制考评表、工作
评价表和督导检查不符合
项清单“四张表”，细化督导
检查项目，实行清单化考
核，做到“一把尺子拉到底”，逐项逐条检查、确保
督导检查工作实效。

督导检查过程中，督导检查组通过召开座谈
会，及时通报集团公司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的工作
情况，传达集团公司领导对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
头看”的具体要求；通过查阅资料、个别谈话、调查
测评、下达不符合项清单，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巩
固深化成果，确保压力传导到位。截至目前，陕煤
集团主题教育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督导检查组
已对12家二级单位开展了督导检查，下达不符合
清单12份，涉及整改问题26项。（张光荣 刘栋）

本报讯 11月22日，陕煤集团、郑州商品交易
所和长安期货公司联合举办了以“新常态，新挑
战，期货助力陕煤集团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业
务交流培训会。陕煤集团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杨璇，陕西证监局、郑州商品交易所有关部门负
责人、长安期货董事长王锐等出席会议。会议
由陕煤集团财务资产部经理袁景明主持。陕煤
集团所属40多家单位近200人参加会议。

会上，杨璇致辞，郑州商品交易所、长安期货
有关人员分别进行了业务介绍和业务培训，伊
泰集团煤炭专家分享了期货应用及交割经
验。本次会议是长安期货落实陕煤集团“以煤
为基，能材并进，技融双驱，蜕变转型”发展战
略的具体举措，长安期货作为集团金融板块布
局和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将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在发现市场价格、规避价格风
险、开拓企业视野、拓宽经营思路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为集团有关产业板块和企业提供专
业化的服务和支持保障，为推进集团规模和效
益平稳有序增长作出贡献。 （汪瑞 李睿舟）

期货业务交流培训会在陕煤成功举办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56.2
2019年11月29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

数为156.2点，较上期上涨0.1点，同比下跌7.4
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09元/吨，环比持
平，同比下跌19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煤指
数153.0点，较上期上涨0.4点；配焦精煤指数
210.3点，较上期下跌3.0点；块煤指数135.9点，
较上期下跌0.1点。分区域：榆林指数149.9点，
较上期上涨0.6点；延安指数179.6点，较上期
下跌0.9点；咸阳指数176.8点，较上期下跌1.1
点；关中指数148.2点，较上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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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6日，陕煤集团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会在黄陵矿业召开。陕煤集团党
委副书记、董事尤西蒂，总政工师、党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永刚，宣
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梅方义和来自
35 家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及企
业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共 100 余人齐
聚一堂，共同为陕煤集团企业文化建设
献计献策，添砖加瓦。

尤西蒂肯定了集团近年来企业文化工
作取得的成绩，并深入剖析了当前企业文
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针对下一步
企业文化工作如何开展，尤西蒂提出三点
意见。一是关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重要作
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风韵”，呈现出一
个企业的独特个性，优秀的企业文化会让
企业的凝聚力变得更强，让企业变得更和
谐，又能够使企业的管理效率更高，管理成
本更低。二是关于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
结合点。企业文化要和党建工作紧密结

合，要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要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紧密结合，要和管理制度
紧密结合，要和职工个人发展紧密结合。三
是关于各级管理者在企业文化落地中如何
做。各级管理者要做陕煤企业文化的“认同
者”“宣贯者”“执行者”“传承者”，传承和发
扬“五种精神”“五种文化”和“北移精神”，
进一步推动陕煤集团高质量发展。

尤西蒂还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学习贯彻落实提出要求，要求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会议精神，确保学习到位，传达到
位。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全面学、深入学、抓紧学，并做好传达
和宣讲，切实把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重
要部署和具体要求与陕煤集团企业文化建
设工作相融合，确保取得扎实效果，进一步
推动新时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再上台阶。

李永刚主持会议，他指出，此次会议是
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陕煤集团步入高质量发展对企业

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的关键阶段，举办
的一次企业文化建设专题会议，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既是一次参观会、交流会，也
是一次培训会、部署会，更是一次动员会、
落实会。各单位要把此次会议精神领会
好、传达好，解决好再认识、再谋划的问
题；把工作现状分析好、把脉好，解决好再
推动、再落实的问题；把工作机制完善
好、运转好，解决好再加油、再提档的问
题；把工作目标设定好、梳理好，解决好
再出新、再出彩的问题。在今后的企业
文化建设中，多做围绕人、规范人、提高
人的工作，多做完善管理、优化管理、提
升管理的工作，多做求大同、求认同、求
共同的文章，以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铺
展陕煤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梅方义宣读了《关于表彰企业文化建
设先进单位的决定》，希望集团上下要以昂
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持续推进企业文化

建设再上新台阶，不断探索在新形势下企
业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为集团公司
企业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谱写新时代
陕煤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黄陵矿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雷贵
生在会上致欢迎辞。黄陵矿业、陕北矿业、
澄合矿业、韩城矿业、北元化工五家单位分
别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会议总结了近年来集团企业文化建设
成果，交流推广企业文化建设经验，表彰了
黄陵矿业公司、澄合矿业公司等 12家企业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文
化落地生根，实现陕煤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会前，与会人员对黄陵矿业公司、物
资集团黄陵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
行了现场观摩，被职工们高超精湛的操作
技术深深吸引，为职工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所震撼、所感染，现场不时地爆发出
阵阵掌声。（王英楠 李金玲 苏雨 陈衡）

陕煤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在黄陵矿业召开

本报讯 11月2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长沙召
开人力资源工作会暨教育培训专家委员会年会，表
彰命名第六批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程技术人
才），陕煤集团所属陕北矿业、黄陵矿业、澄合矿业、
彬长矿业、神木煤化工、新型能源、铁路物流、煤层气
等单位共 12人被命名为“煤炭行业技能大师”，集团
公司获评“优秀组织单位”。

据悉，煤炭行业技能大师是煤炭产业工人的先
进典型，他们长期扎根煤炭行业生产技术和技能攻
关一线，在科技创新、项目攻关、技术革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表现突出，业绩优异，为煤炭行业职业能力水
平评价和行业工种岗位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已组织六届行业技能大师评选，今年首
次将工程技术人才列入评选范围。截至目前，全集
团“煤炭行业技能大师”达到 3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
才12人，高技能人才25人。

近年来，集团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
视人才和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扎实落实中省有关技能
人才工作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文件要求，积极推动
人才强企战略，大力实施技能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一
是完善职业发展通道。在技术、技能系列建立由高到
低数个层级的岗位序列，并与管理序列相对应。在
专业技术系列设置首席工程师、首席科学家等层级，
在技能操作系列设置技能大师、首席技师、工匠等层
级，分别对应管理系列部门副职、部门正职、班子副
职待遇。二是搭建人才成长平台。通过对接中省各
类人才项目平台，建立技术创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培育了一批主体专业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技能
顶尖人才。三是强化技能竞赛，提升队伍素质。煤
炭、化工、钢铁、水泥、重装、铁路等板块积极组织参加
全国级技术技能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薛文科）

陕煤集团12名职工荣获“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称号

本报讯 11月 28 日，笔者从陕煤运销集团
获悉：截至 11月 24日，陕煤集团今年累计入渝
煤炭量达 1000.13万吨，同比增长 29.17%，提前
一年实现“陕煤入渝”年保供量达 1000万吨的
战略合作目标。

据了解，这些煤炭中，超过半数供应电力行
业，两成供应水泥行业，一成多供应冶金、化工
和造纸行业。目前，“陕煤入渝”供应结构已由
此前以电煤为主，转变为多领域、全方位保障重
庆市工业用煤需求。

此外，陕煤重庆储运有限公司、陕煤重庆港
物流有限公司在渝滚动储煤量为 161.53万吨，
静态储煤量为 50.46万吨，均超额完成年度库存
目标，储煤运行更加平稳。

据悉，自 2016年陕煤集团与重庆市开展能
源战略合作以来，“陕煤入渝”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电煤运量已占重庆市外购电煤一半以上，为
保障重庆市电煤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肯定，成为跨省区能源战略
合作的典范。 （孙理丽 杨龙 程靖峰）

“陕煤入渝”提前一年实现年保供量1000万吨目标

本报讯 11月29日，从2019年陕西
省建设工程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由陕
煤建设集团申报的“深厚富水基岩立井
井筒冻结及快速施工关键技术研究”项
目获得陕西省 2018年度建设工程施工
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

“深厚富水基岩立井井筒冻结及快
速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是省国资委资助
的重大项目之一，是结合建设集团矿建
二公司和中煤邯郸特殊凿井有限公司
承建的新庄煤矿风井立井井筒冻结及
掘砌工程施工。该矿井位于甘肃宁县，
地质环境恶劣，井筒施工过程中需要穿
越白垩纪和侏罗系 750m 厚的富水基

岩。为了解决该地质条件下常规建井
技术施工难度大、效率低、成本高的技
术难题，建设集团联合西安科技大学、中
煤邯郸特殊凿井有限公司组成课题组，
现场采集岩石样本、监测数据，利用
ANSYS等软件模拟分析，进行工业性试
验，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超深冻结
孔泥浆置换技术、千米超深冻结孔防纠
偏技术、冻结孔灌浆技术、信息化施工技
术、厚基岩千米冻结井筒施工综合机械
化配套模式及冻结基岩爆破方案等。

新庄风立井冻结深度910m，是目前
我国西部复杂地质条件下冻结深度最深
的井筒。该研究成果主要是以该项目为背

景开展深厚富水基岩冻结及快速施工的关
键技术研究，不仅为新庄风立井井筒冻结施
工工程安全顺利施工提供了保障，对今后西
部千米以上立井井筒冻结法设计和施工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工艺技术借鉴。同
时，其依托的工程——华能甘肃能源开发公
司新庄煤矿回风立井井筒掘砌工程，也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佳绩，创造出千米立井连续
三个月进尺超百米的施工纪录。

据了解，该研究成果成功填补了我
国西部地区的冻结井设计理论方面的
空缺，也进一步提高了建设集团承担大
断面深厚软岩冻结井筒掘砌工程的施
工技术水平和能力。 （宋阳丽）

建设集团获省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