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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9年，适逢陕

煤集团成立15周

年，也是集团谋转

型、勇作为、奋力

再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的丰收之

年。这一年，陕煤

集团在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国资委的有

效监管下，集团公

司上下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采取有

力措施，积极应对

各种挑战和困难，

多项经济指标再

创历史新高，企业

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不断增强，企业

发展亮点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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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关于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要求，陕煤集团
党委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主题教育作
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锤炼了广大
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各
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到检视问题整改是检
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试金石”，把“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以“四个意识”作
为政治标杆，以党章党纪党规为尺子，坚

决扛起政治责任，聚焦巩固深化主题教
育成果，优化整改方案，完善整改措施，
狠抓落实整改，做到全员参与、上下联
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实主题教育
问题整改任务要求上来，确保了整改工
作成效。2019年6月至9月，集团开展了
主题教育活动，共组织各类学习教育活
动 5000余期次，梳理整改各类问题 7000
余项，形成“3+5”决策性文件，让党员干

部学出信仰、育强素质、做优实绩。整改
过程中，所属各单位共解决各类民生问
题946件，凝聚了企业发展精气神。截至
目前，陕煤集团党委查摆的8大类5项重
大事项、24项一般事项的问题，已有 26
项基本整改到位，需要长期整改推进的3
项已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阶段性整改目
标。进一步督促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主题教育落实落细 政治体检动真碰硬 4亮点亮点

项目建设深入推进 稳增长再添动力引擎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工业稳增
长促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陕
煤集团科学谋划，稳妥推进项目建
设，2019 年共完成投资 300 亿元，比
原计划 180 亿元目标增加投资 120 亿
元，增幅为 66.7%。在省属企业稳增长
排名中，利润和工业增加值指标位列
第一。曹家滩，小保当一号、二号，
小庄煤矿项目核准内容变更，山阳和
西卓煤矿项目核准获国家能源局批

复，使集团优势煤炭产能达到 95%以
上。集团所属小庄煤矿、富油公司焦
油加氢、蒲化余热发电等 14个重点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小保当一号、山阳
煤矿、天元 60 万吨/年粉煤分质综合
利用等 11个项目建成投运，榆林化学
一阶段 180 万吨乙二醇项目稳步推
进，装置区施工工程全面展开，大件
厂房钢结构已完成 50%。着眼于企业
转型发展，集团在新化工、新材料、

碳材料、新能源四个领域 22项自有技
术取得重要进展，7 条中试生产线已
开始生产，8 条线正在调试，膜材和
正银粉等市场开拓进展顺利。渭南光
伏应用领跑项目建成并网。转型创
新基金投资西安隆基股份等 6 个项
目，增资控股了碳纤维全产业链高
新技术企业江苏恒神。项目建设的
深入推进，为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2亮点亮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企业赢得未来市
场竞争的取胜之匙。2019年9月17日，上海陕
煤高新技术研究院在上海市松江区正式揭牌
成立，成为陕煤集团设立在省外首个高新技术
研究院，未来还要在深圳、雄安两地成立技术
研究院，构建东南西北协同创新格局，把科技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年，科
技创新捷报频传。在煤炭领域，积极探索中深
层地热能利用技术，在铜川焦坪矿区玉华煤矿
实施的SJ-01井，取得了底部井温113℃的地热
参数，为下一步实施中深层地热能开发与应用

奠定了技术与施工基础。“N00工法”工业性试
验研究在柠条塔矿成功完成。世界首台纯燃
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的煤粉锅炉在陕煤集团
诞生。“深厚富水基岩立井井筒冻结及快速施
工关键技术研究”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联合应急管理部煤矿智能化
开采技术创新中心、华北科技学院编制并发布
了“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五项企业标准，填
补了国内煤炭行业智能化无人开采工作面标
准的空白。在化工领域，神木天元公司低阶粉
煤回转热解成套技术通过科技成果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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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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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

“2018-2019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奖”，成为西
北地区近十年以来唯一获得此项荣誉的煤化
工项目。在装备制造领域，自主研发世界首台
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整体性能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外 8.8米特厚煤
层一次性采全高的技术空白。一年来，集团共
申请专利 111项，获权 316项，获得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1项，各类省部级奖项21项。

上海研究院挂牌成立 创新成果集中落地 6亮点亮点

2019年 9月 27日，由陕煤集团投资兴建
的靖神铁路与国家运煤专线浩吉铁路同步建
成投运，在集团陕北煤炭外运 “公转铁”
的进程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立足陕北地
区优质资源，陕煤集团精心谋划，超前布
局，努力打造陕北煤东送南运铁路运输格
局。已经开通的靖神铁路设计正线全长

243.9 公里，南起靖边北站，与浩吉铁路接
轨，北至神木西站，项目总投资 193.66 亿
元，服务于神府、榆神、榆横三大矿区和榆
神、榆横、靖边能源化工工业园区，对强化
北煤南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陕北高
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下一步陕煤集团还将织密陕北运煤

铁路网，加快建设冯红铁路，对内将实现与
冯红、红柠、榆横 3条铁路的直连直通，对
外将实现与浩吉、包西、太中银、神朔黄、
瓦日、大秦、蒙冀 7条铁路的互联互通，形
成九大出口外运格局，构建“4791”铁路物
流基础设施服务网络，为陕北煤炭东送南运
提供更多的通道。

靖神铁路全线投运 北煤南运再辟新途 8亮点亮点

在企业跨越发展的同时，陕煤集团始终
把维护好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成果与职
工共享，不断提高员工福利，改善员工生
产、生活条件，让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
活。一年里，集团共投入资金 6112.25万元，
积极实施“困难职工精准帮扶”，开展送温
暖、“三项救助”等系列帮扶工作，惠及职

工 91620 人次，做到不让一个职工因病致
贫，不让一个职工子女因贫辍学。创新性制
定了 《服务职工实事项目清单制实施方
案》，有序推进涵盖了精准帮扶、技能提
升、医疗互助、人文关怀等“十项实事”的
落实。全年累计投入资金 1.6亿元，为职工办
实事办好事 786件。编印了《女职工维权微
手册》，推广“研发楼母婴室”经验，新建

母婴室、爱心托管班、心理咨询室等人文关
怀设施 20余个，受益职工达 5000余人。陕煤
暑期爱心托管班还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陕煤研发大厦母婴
关爱室被省总工会授予“首批全省母婴关爱
室示范点”称号。2019年，集团年人均工资
达 9.5万元，同口径增长 11.7%，员工幸福指
数大幅攀升。

发展成果惠及职工 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10亮
点
亮
点

1010

舵稳当奋楫，风劲好扬帆。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陕煤集团将按照十九大报告绘制的转
型发展路线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壮士断腕的魄力、舍我其谁的担当，开新图强，改革致胜，计
划2020年，完成煤炭产量16190万吨，化工产品1700万吨，钢铁1100万吨，水泥560万吨，发电329.5亿度。实
现销售收入3400亿元、利润168亿元，投资306亿元，确保职工收入随经济效益和劳动效率平稳增长。力争到“十
四五”结束时，以10万产业工人、6000亿元资产总额，支撑5000亿元销售收入和5000亿元A股市值，实现500
亿元利润，为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而不懈奋斗。 （梅方义 李华）

结
束
语

2019年，陕煤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3025亿元，同比增长7.8%；利润总额
155 亿元，同比增盈 16 亿元，增幅为
11.5%。生产煤炭 1.76亿吨，化工产品
1770万吨，生产粗钢1240万吨……多项
经营指标和实物量指标创集团成立以来
的最高水平。2019 年 7 月发布的 《财

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显示，陕煤集团
位列榜单第 281位，这是集团连续第 5
次上榜，排名稳中有升。9月 19日，第
三届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首届“能
源文化节”在京举行，陕煤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照乾荣膺“能源功勋新时
代十大领军国有企业家”殊荣。12月31

日，从全省国资监管工作暨年度优秀企
业表彰大会上传来喜讯，陕煤集团被省
国资委授予“稳增长突出贡献企业”

“国企改革先锋奖”“创新发展示范
奖”，并被授予“陕西省助力脱贫攻坚
优秀企业”称号，是唯一囊括省属企业
全部奖项的单位。

在完成“规范整合年”“强基固本
年”任务基础上，陕煤集团党建工作围
绕“质量提升年”主线，着力实施政治
功能提升、党建体系提升、业务素质提
升、党建对标提升、组织基础提升五大
工程，企业党的领导力和党建质量得到
进一步提高。扎实推进“讲政治、敢担
当、改作风”专题教育、接受省委常规
巡视，及时落实问题整改，省委巡视配

合与巡视整改、积极推进干部轮岗交
流，不断加强青年干部选拔培养力度。
狠抓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和意识形态建
设，积极营造了干部干事担当创业精神
氛围。建立集团党建业务训练中心，凝
聚了党建工作质量的内生动力，全方位
提升了党建工作效能。这一年，结合集
团成立以后的战略北移，深刻总结并大
力弘扬陕煤人自己的“北移精神”，即

坚定理想、敢闯新路的远大抱负；坚韧
不拔、勇于拓荒的创业情怀；舍小顾
大、舍私为公的思想境界；团结协作、
共谋发展的大局意识；兴企有为、争创
一流的事业追求。全方位构筑起新时代
陕煤人的精神信仰高地，为陕煤集团追
赶超越、转型升级提供坚强的思想保
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助力企业逐步从

“优秀”走向“卓越”。

党建铸魂领航奋进 北移精神深入人心3亮点亮点

按照国有资本投资功能定位，陕煤
集团重塑“分层架构、分类管控、分别发
展”管控模式，不断完善资本管理和运作
能力。有序推进新一轮小企业改革工
作，纳入 2019年至 2020年小企业改革
范围的 160户企业，已完成改革 99户，
占总任务的 62.9%。其中，治亏 87户，
处僵压减12户。当前，陕钢集团和西安
重装集团所属矿电公司混改正在有序推
进。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遗留问题得到
妥善解决，市政设施、社区管理分离移
交顺利收尾；集团所属18所教育机构完

成分类处置，实业集团所属43家医疗机
构已全部移交陕西省医疗健康集团管理
运营。集团全年盘活存量资金 200 亿
元。借集团中债信用上调至 3A级水平
的有利时机，陕煤 230亿元优质主体企
业债券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成为2019年
以来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最大规模企业债
券。近日，以开源证券为牵头主承销商
的第一期 80亿、第二期 70亿元永续企
业债券分别在上海、北京成功簿记发
行，两期发行利率分别为 4.28% 和
4.26%，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

集团的整体负债率，拉长了企业的资
金使用周期，增强了资金与项目的匹
配度，也体现了陕煤极高的资本市场
认可度。目前，北元化工上市已排队
候审；开源证券增资扩股、上市辅导
有序推进；天元、胜帮科创板上市前
期工作同步加快；新型能源股份制改
造全面铺开，为后续上市奠定了基
础。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
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资本证券化率和
资产流动性，形成虚实互生、相辅相成
的现代产业生态。

企业改革走实走深 产融结合虚实互生5亮点亮点

陕煤集团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积极推进。截至目前，
集团公司对口帮扶 20 个贫困村，投入帮扶
资金已达 1.2 亿元，实施扶贫项目 300 余
项，累计脱贫 2030 户 7068 人。2019 年，捐
助 1000 万元参与汉阴县人民医院南区分院
建设项目，解决了汉阴县“两不愁三保
障”的瓶颈问题。20 个帮扶单位累计为帮
扶村投入帮扶资金 700 余万元。汉阴 13 家
参扶单位投入 300万元入股成立汉阴县鑫聚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联社，高标准建设绿色

富硒生态蔬菜产业园区，带动贫困户增
收。开源证券面向社会发行 2 亿元扶贫保
本基金，提高贫困人群财产性收入，赢得
困难群众好评。在落实好精准扶贫任务的
基础上，集团公司在榆林开工建设的 5 个
扶贫项目，计划投资 8.05 亿元，已完成投
资 3.26 亿元，其中，清涧红枣深加工项目
和子洲黄芪项目一期试运营，可带动 300人
就业；佳县 750 亩甜叶菊项目已种植收获，
项目直接带动 600 余农户增收，解决 100 余
人就业，带动 74 户贫困户 139 人脱贫；米

脂呼叫中心项目已建成投运，带动就业 200
余人；绥德县红培项目已取得营业执照，
已接待培训团 52 个，运营收入 159 万元。
在此基础上，集团决定对榆林合力产业公
司注册资本金再行增加 6000 万元，加大项
目投资支持力度，为榆林合力公司持续发
展壮大提供经济保障。在 2019 年陕西省脱
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陕煤集团助力脱贫办荣获“2019年陕西省脱
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成为受到集体表彰的
唯一企业单位。

脱贫攻坚精准发力 小康路上彰显国企担当7亮点亮点

2019年，陕煤集团累计入渝煤炭总量首次
突破 1000 万吨，提前 1年完成“陕煤入渝”
五年战略合作目标，充分保障了重庆市工业
用煤需求。经过四年合作，“陕煤入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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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显示，在运抵重庆市的 1000多万吨煤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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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量则供应
其他工业行业。事实证明，自 2016年陕煤集
团与重庆市开展“产能置换+保障供给+常态
储煤+物流投资”战略合作后，“陕煤入渝”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电煤运量现已占重
庆市外购电煤“半壁江山”，为保障全市电

力电煤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国家发改
委肯定，成为国家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跨
省区创新合作的典型范例。为进一步确保重
庆市用煤需求，陕煤集团承诺在渝常态储
煤，2019 年全年在渝滚动储煤量为 160 万
吨，静态储煤量为 50万吨，均超额完成年度
库存目标。

陕煤入渝再创纪录 跨省合作携手共赢9亮点亮点

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
囊括省国资委四大奖项1亮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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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设在丝路经济带上的中大石油公司

新投运的陕煤榆北煤业小保当矿业公司智慧化矿区

陕煤集团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陕煤人

陕煤集团业务精干的金融服务队伍

上海陕煤高新技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陕煤集团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公司旗下清涧北国枣业公司干制车间生产线

穿越矿区的靖神铁路

2019年陕煤集团累计入渝煤炭总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陕煤集团铜川矿业棚户区改造工程竣工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