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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下午，来自陕煤集团和华陆科技公
司的 120 多名单身职工参加了“工会相约·煤陆情
缘”青年单身职工联谊会。此次活动为陕煤集团

和华陆科技公司的青年职工提供一个敞开心扉、
展现自我、结识朋友、收获爱情的平台，进一步加
强了工会对青年职工的关心关怀。 汪琳 摄

本报讯 12月 6日，陕煤集团召开干部监督工
作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传达学习全省干部监督工作会议精神，安
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监督工作。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尤西蒂出席会议并讲话，集
团所属各单位分管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组织部）部长王俐俐
主持会议。

尤西蒂系统回顾了陕煤集团近年来干部监督
工作具体做法和成效，并深入剖析了当前干部监督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针对下一步工作，尤西
蒂强调，首先要充分认识国有企业干部监督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要充分认识加强干部监督是
组织部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使命。要
坚决落实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直接责任，
集中力量种好干部监督“责任田”。二要充分认识
加强干部监督是新形势下组织部门干好干部工作
的必然要求。要深刻理解把握选人用人和干部监
督管理的关系，既要善于通过选任给干部“戴帽
子”，更要加强监督勤于扶正干部“歪帽子”。三要
充分认识加强干部监督是省属国企落实从严管理
干部要求的现实需要。要结合企业实际，通过设立
专门岗位、明确专人负责等方式落实干部监督职
责。其次要精准把握集团公司干部监督工作的重
点关键。坚持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做实做细日常
管理监督，强化选人用人工作监督，健全干部监督
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全面提升集团公司干部监督工作水平。第三要加
强集团公司干部监督工作队伍建设。通过坚定政
治信念、强化履职担当、坚持严于律己，着力锻造一

支信念坚、党性强、本领高、作风硬的干部监督工作队伍。
王俐俐从为何监督、监督谁、谁来监督、监督什么、怎么

监督、监督责任落实六个方面，详细解读了陕煤集团《干部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对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提出具体要求。她指出，此次会议既是工作现状梳理会，
又是工作动员部署会，同时也是工作责任落实会，要提高
政治站位，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
要论述，充分认识干部监督工作的重要性；要准确把握工
作重点，紧盯干部监督工作问题和短板，提高干部监督工
作的质量；要全面履职尽责，落实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责
任，抓紧抓实抓好干部监督工作。 （张奔 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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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恨指缝太宽，叹时间太瘦”。开学典礼还在昨
天，转眼就到毕业时。12月 5日上午，陕煤思创学院 1905届
毕业典礼如期举行。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尤西蒂，陕
煤集团董事、陕煤思创学院执行院长付战超出席典礼，集团
机关部门相关人员及思创1905届师生参加典礼。

毕业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首先进行的是
“向院长汇报”，全体学员从入学开始，坚持问题导向，着眼实
际，选定题目，参与调研，完成课题。毕业典礼精选出《陕煤
集团“服务交付”生态布局的思考》《国企三项制度改革实践
研究》《陕煤集团构建数据产业联盟的若干思考》三个课题研
究成果向院长汇报。随后，尤西蒂为优秀学员颁发荣誉证
书。最后，付战超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并饱含深情和万千嘱
托，为1905届学员带来了本届学习的“最后一课”。

付战超以《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为题，用三组对立统一的
名词解释为文，寄语1905届学员。第一，无畏与敬畏。举头三
尺有神明。我们生在天地间，行在红尘中，当心怀光明，更当如
履薄冰。敬畏天道，方可顺势而行，趋利避害。敬畏地道，方可法
地之厚德，载万物之仁心。敬畏人道，方知“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心存敬畏，必有祥云缭绕；常怀感恩，宛若春风和煦；牢记

“慎独”，定能行之高远。第二，从众与出众。选择“从众”还是
“出众”，反映不同的人生观和不同的处世态度。马克思主义者
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共产党人以“利他”为价值取向。
因此，在思创的理念里，“独善其身”不为善，“兼济天下”才是
真；“泯然于众”是流俗，“卓尔不群”方大雅。第三，渐悟与顿
悟。渐悟就是渐修，所谓渐修与顿悟，实际上是一个人学习实
践轨迹上的两个不同点，即事物变化的量变和质变。渐修是量
的积累，顿悟是质的飞跃。渐修就像实践，顿悟就像明理。
理需顿悟靠修心，事需渐修靠修行。我们要去除夜郎自大
的虚火和急于事功的浮躁，戒骄戒躁，唯有笃定躬行。付战
超希望大家在结束思创的修心，继续路漫漫的修行时，一路
心存敬畏，追求卓越，修炼精彩人生。 （郝战琪 杨静）

陕煤思创学院举行1905届毕业典礼

本报讯 日前，从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在北京召开的工程建设行业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宣传展示
总结大会上获悉，由陕煤建设集团承建
的陕煤柠条塔矿井工程、蒲洁能化公司

“渭北煤化工园区 180万吨甲醇 70万吨
聚烯烃项目”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经典工程”荣誉称号。

建设集团承建的陕煤柠条塔矿井工
程建于 21世纪初，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重点工程，是国家煤炭工业“十一

五”规划项目，是一座技术装备现代化、
矿井管理数字化、矿山环境和谐化、安全
生产本质化的世界一流的特大型井工煤
矿。该工程先后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
班奖”，煤炭行业工程质量最高奖“太阳
杯”奖、煤炭行业优质工程奖、“国家级绿
色矿山”“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
等国家级及省部级10余项荣誉称号。

蒲洁能化公司“渭北煤化工园区 180
万吨甲醇 70万吨聚烯烃项目”作为同期
建设的全球同类型最大规模项目，实现

了首次采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DMTO二代技术，首
次大规模采用 8.7MPa水煤浆加压气化
技术实现大型甲醇等压合成工艺，首次
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烯烃分离技
术（预切割+油吸收），首次实现 3000m3

乙烯球罐钢板、焊材国产化应用，首次
实现了气化炉、甲醇洗涤塔的设计、制
造国产化的“5个首次”，并且创造了同
类装置产能最大，气化炉日投煤量最
大，DMTO反应器几何尺寸最大，PP单

环管反应器体积最大，PP轴流泵全球最
大，乙烯球罐板材壁厚最大的 6个“最
大”纪录。

据悉，此次评选出的“经典工程”均为
高、大、精、尖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经典
工程，旨在宣传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社
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经典工程，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建筑文化，彰显“中国建
造”的卓越内涵。此次评选活动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 100 余项经典工程入选。

（宋阳丽 曹亚婷 高银娜）

陕煤集团两项工程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典工程”荣誉称号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国
家煤矿安监局行管司司长孙庆
国，陕西煤矿安监局局长田光
雄，国家煤矿安监局行管司二
级巡视员孙洪灵等一行8人组
成的督导组，在陕煤集团召开
座谈会，听取陕煤集团煤矿安
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制定情况
等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汇报。

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严广劳，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王世斌，副总经理袁广
金，陕西煤业股份公司以及铜
川矿业、彬长矿业、韩城矿业、
黄陵矿业相关领导参加座谈。

孙庆国在听取汇报后，对
陕煤集团工作的总体感受用

“决心很大、勇气很大、投入很
大、工作很实”进行了概括。
就下一步陕煤集团煤矿安全
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制定工作，
孙庆国提出，一是要提高站
位。要有看齐意识，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
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
重要讲话内容，在方案中要体
现从观念上、思想上找准具体
抓手，制定措施。二是加强领
导。开展煤矿安全集中整治
工作，要既顾及眼前又考虑长
远，以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工作
为契机，推动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将
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作为陕煤集团煤炭板块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从思想上、组织领导上认真
对待。三是对照标准查清问题。要以“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的精神，摆出问题，研究制定时间表、路
线图。四是做实方案。通过问题再次梳理检查，
实现就问题整改问题、整改制度机制、整改思想观
念。研究方案要充分考虑如何整改、整改时间、解
决问题的次序，从而实现统筹部署、步调一致往前
推进整改工作。五是建立清单。制定采取的整
改措施、方式手段，都要建立清单，按清单推进落
实、督导检查，将整改工作和责任具体化，要突出
风险和治灾，高层管理人员要多思多想，既要防
止“黑天鹅”事件发生，又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
生。六是持续推进，要建立考核监督机制，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按照要求及时纠偏、及时取
得实效，实现安全平稳运行，管理上水平。

田光雄在讲话时，对陕煤集团煤矿安全集中
整治工作方案的内容表示肯定，并提出了相关建
议，指出在进一步补充完善措施时，要综合考虑煤
矿各类灾害的治理，推动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工作
取得实效。

严广劳在座谈会上作表态发言，对督导组一行
对陕煤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煤集
团将按照督导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安
全责任落实、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确保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平稳，将在督导组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煤矿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做
实方案，按要求下发文件，抓紧筹备做好煤矿安全
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他表示，陕煤集团将全
力以赴做好煤矿安全集中整治，以煤矿安全集中整
治为契机，抓关键、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煤矿
安全生产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安全管
理水平，推动陕煤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上，王世斌介绍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煤矿
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讨论稿）。袁广金就陕
煤集团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汇报。

会后，督导组指导陕煤集团开展了修改完善煤
矿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工作。 （汪琳 何武宏）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56.0

2019 年 12 月 6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
数为 156.0 点，较上期下跌 0.2 点，同比下跌
7.7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08元/吨，环
比下跌1元/吨，同比下跌21元/吨。其中分
品种：动力煤指数 152.9 点，较上期下跌 0.1
点；配焦精煤指数 209.5 点，较上期下跌 0.8
点；块煤指数 135.2 点，较上期下跌 0.7 点。
分区域：榆林指数 150.4 点，较上期上涨 0.5
点；延安指数179.6点，较上期持平；咸阳指
数 171.8 点，较上期下跌 5.0 点；关中指数
147.6点，较上期下跌0.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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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4日，在 2020年度全国煤
炭交易会上，“中国煤炭价格指数—长江
中上游（湖北）动力煤价格指数”正式发
布。最新发布数据，5000K 综合指数 595
元/吨，5000K 长协指数 597 元/吨，5000K
现货指数 583元/吨。

该指数是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

煤炭运销协会和湖北省能源局共同指导，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和湖北省煤炭行业协会
联合编制。

发布仪式上，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
鲁俊岭，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主任卢
延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张宏，中
国煤炭运销协会理事长杨显峰，湖北省能

源局副局长吴新民，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在 2020年度全
国煤炭交易会全体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启动湖北动力煤指数发布。

陕西省物流集团副总经理、陕西煤炭
交易中心董事长高暐介绍了湖北动力煤指
数编制情况。

据介绍，湖北动力煤指数是自重庆动
力煤指数编制发布之后，长江中上游动力
煤价格指数体系内的第二个指数，也是中
国煤炭价格指数体系中又一新的组成部
分，是反映湖北区域煤炭市场主流动力煤
品种价格水平及变动趋势的指数体系。

随着区域供需结构调整，能源运输格
局变化，湖北省不仅作为煤炭重点调入
省、煤炭重点消费省，也将成为长江流域
煤炭重点中转省。通过编制湖北动力煤
价格指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国煤炭价
格指数体系，同时更加精准反映该区域煤
炭消费市场的综合水平，为区域各级政府
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相关产业

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参考依据、为区域市
场提供直接有效的定价支撑和估值参考
标准，对促进区域动力煤市场健康平稳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湖北动力煤价格指数体系包
含到厂价格指数和荆州港价格指数。到厂
价格指数反映终端采购价格水平及变动趋
势，荆州港价格指数反映港口中转价格水
平及变动趋势。按照整体规划、分布实施
原则，先行发布到厂指数，待荆州港投运，
具备数据采集条件并运行稳定后，再公开
发布荆州港指数。采集样本企业动力煤年
消费量占湖北全省动力煤年消费总量的
80%以上，覆盖面大，代表性高。指数每周
五17时发布，已累计试运行90期。

今后，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将不断提升
指数运行质量，充分发挥出指数应用价值，
推动湖北、重庆、陕西三个区域型指数成
为区域市场风向标，为建立公开透明、科
学合理的煤炭市场机制，为相关区域经济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赵雯）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长江中上游（湖北）动力煤价格指数发布

本报讯 11月 2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唐良
智向陕煤集团发来贺信，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向渝
陕能源战略合作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热烈祝贺。
截止到 11月 25日，今年陕煤入渝总量已突破 1000
万吨，提前一年实现了渝陕能源合作五年战略目
标，创造了陕煤入渝新纪录。

唐良智在贺信中指出，自 2016年双方开启战略
合作以来，陕煤入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陕煤入渝
电煤已占据重庆市外购电煤半壁江山，为重庆的电
力电煤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家发改委、
能源局等充分肯定，成为了我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跨省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他表示，相信伴随着
陕煤集团快速发展，渝陕能源战略合作必将迈上更

高水平，必将为推动渝陕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悉，渝陕能源战略合作开展以来，陕煤集团
坚持“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服从诚信
红利”原则，落实“不高于市场价、不高于长协价”承
诺，以“陕煤力量”彰显“陕煤担当”，维护“陕煤诚
信”，陕煤入渝量从 2016年的 200余万吨，到今年提
前突破 1000万吨，预计全年完成 1050万吨。

在重庆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渝陕能源战略
合作必将站位于新时代全面深化能源战略合作的
新起点，不断探索新模式，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佳
绩，打造诚信合作新典范，描绘全方位、深层次合
作新蓝图。 （张一诺）

重庆市政府祝贺陕煤入渝五年战略目标提前一年实现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进一步贯彻中省、省国资委统战工
作要求，积极推进陕煤集团“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
育活动的开展，12月 3日至 6日，陕
煤集团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举办第六期统战工作理论培训
班。来自所属单位统战工作者、党

外代表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领导 50
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统战培训班特邀知名讲
师和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深
教授，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民族宗
教等专题进行系统授课。课后，学
员们围绕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理解、如何为陕煤集团高质量发
展献策献力、如何进一步提高统战
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主题进
行了热烈讨论。

培训期间，学员们赴陕煤技术
研究院新能源材料基地和西北大学
博物馆进行了实地参观。大家普遍
反映，本次统战培训班主题鲜明、形
式丰富、内容充实。通过培训，深化
了对国有企业统战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了运用政策开展统战工作
的能力，加强了与所属单位之间的
交流和沟通，受益匪浅。大家纷纷
表示，将立足岗位、创新实践，凝心
聚力开创陕煤集团统一战线各项工
作新局面。 （张丹 陈龙 秦文洁）

陕煤集团举办第六期统战工作理论培训班

本报讯 截至 12月 4日 23:00，长
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全年累计发电
69.2亿千瓦时，提前 27天完成 2019
年度发电量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该公司统筹生产经营
工作，各环节无缝衔接，协同提升生
产运营，为完成年度发电量提供保
障。一是争电量“订单”。1至 11月，
争取市场电量 31.7亿千瓦时，占主
力火电 10.75%，高于容量占比 0.4个
百分点，在区域统调电厂中排名第
一，并获得奖励上网电量 5.58亿千
瓦时，折发电量 5.9亿千瓦时；同时

争取发电权转让电量 4.76 亿千瓦
时。目前，公司机组利用小时 3533
小时，高于全省统调公用火电平均
179小时，机组利用小时排名全省第
三，机组平均负荷率排名全省第
二。二是备燃料“口粮”。公司加强
燃料采购、调运、接卸管理，确保电
煤供应，9月 30日集团经浩吉铁路首
发湖南第一列电煤到厂，公司发挥
新通道优势，进一步加大集团煤发
运，1至 11月公司进煤 293万吨，超
额完成了湖南省下达的调煤保电煤
炭储备目标，并获得奖励电量 5200

万千瓦时。三是保安全发电。公司
大力推进NOSA安健环体系建设，提
升全员安健环意识、生产现场环境
秩序、安健环综合管控水平，不断夯
实安全环保管理基础，在电网“两项
细则”考核中公司排名全省第一，并
获得奖励1191万元。

当前，长安益阳公司四台机组
全部在网高负荷运行发电，公司严格
落实迎峰度冬安全保电措施，扎实做
好岁末年初安全环保生产工作，增发
抢发电量，确保超额完成2019年度生
产经营目标任务。 （宁巍 李大伟）

长安益阳公司提前27天完成全年发电量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