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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矿业编印疫情防控知识手册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和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帮助基层单位和广大干
部职工科学运用防控防疫举
措，陕北矿业公司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
编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
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这本《手册》，是陕北矿业
公司结合工作实际，特意为基层
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做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编印的案头书、
枕边书、科普书。《手册》分为新

冠肺炎知识篇、就医流程篇、个
人防护知识篇、复产复工规定
篇、工作防护知识篇、居家防护
知识篇等六部分，系统梳理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本常识，具
有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等特点。
《手册》还收录了《陕西省机关事
业单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南》，详细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方面，对基层单位的明确要
求、操作要领、个人防护，以及会
议、就餐、消毒、就医等方面的
科普知识和注意事项。（黄伟）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57.6
2020年2月21日陕西煤

炭综合价格指数为157.6点，
较上期上涨0.8点，同比下跌
11.1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
格413元/吨，环比上涨2元/
吨，同比下跌29元/吨。其中
分品种：动力煤指数 155.3
点，较上期上涨0.5点；配焦

精煤指数213.5点，较上期上
涨3.1点；块煤指数135.5点，
较上期上涨1.2点。分区域：
榆林指数153.1点，较上期上
涨0.8点；延安指数181.4点，
较上期上涨1.9点；咸阳指数
167.3点，较上期持平；关中指
数148.1点，较上期持平。

神木煤化工颁发首个嘉奖令
本报讯 2月 22 日，神木

煤化工产业公司颁发了公司
成立以来首个嘉奖令，奖励逆
境中电石产量屡创新高的电
化公司。

进入 2020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煤化工企业遇到了
原料煤供应不足、销售滞缓、
产品库存高等前所未有的严
峻挑战。在诸多不利因素下，
神木煤化工电化公司却捷报
频传，连续数日电石产量突破
1200吨，1月 25日大年初一生
产电石 1338吨，2月 19日生产
电石1374吨。1月份实现经营
利润 280万元，一举扭转长期
亏损的被动局面，实现2020年

“开门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神木煤化工电化公司领导班子
靠前指挥、周密部署、精准施
策，带领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
力、埋头苦干，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生产经营，确保疫情
防控与生产经营两不误、两手
硬。在管理方面，紧盯目标任

务，通过成立“抢修突击队”、
优化岗位人员配置、科学搭建
三级网格化防控体系等措施，
确保疫情期间生产管理各项工
作保持平稳安全有序运行。在
生产方面，持续夯实设备基础
管理，细化设备检修流程，在检
修外委单位不能按期到岗的情
况下，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首
次自主完成 2#机组抢修任务，
并较历史最好水平提前了 4
天。在原料采购和销售方面，
多方协调，有效化解电石外销
和原料采购运输受阻难题，确
保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顺畅，
实现产销两旺，生产装置保持
平稳安全有序运行。

神木煤化工嘉奖令还特
别对该公司表现突出的电石
分厂全体员工给予了充分肯
定，该分厂员工节日期间坚守
岗位，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
战，不断刷新电石高产纪录，
为神木煤化工公司 2020年稳
中求进整体目标开了个好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闵立娟）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黄

陵矿业铁路运输公司积极履行国企使命
和担当，充分发挥铁路快速、便捷的优势，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煤炭运输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2月17日，该公司装车1020辆，发车19
列，单日运量达到66441吨，创历史新高。

张红梅 张继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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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措施成效显著
产业协同发力抗击疫情

“各岗位均已到位，确认完毕！控
制台开机。”2月 19日下午 16时 30分，经
过体温检测、身份信息核验，乘坐井下

“网约车”到达井下作业地点后，陕煤榆
北煤业小保当公司综采一队技术员钟向
锋仔细检查工作面重点区域的工程质量
和主要设备状况，待听到各岗位工安全
确认后，他发出了开机工作指令。

在被誉为智慧矿山的榆北煤业，综采
工作面生产系统已经实现了地面远程控
制一键启停功能，采煤机可以自动化记
忆割煤，支架自动移架、自动推溜、自
动收打护帮板。今年春节对钟向锋来
说意义非凡，50天没有回过家，他明白，
确保综采系统安全智能高效运行还有
更重要的意义——运煤皮带输出的煤
炭，将通过去年 9 月 24 日通车的“北煤
南运”通道——浩吉铁路直达湖北省各
电厂，有力确保疫情重灾区的煤炭能源
稳定供应。

而从小保当车站或郭家滩车站通
过靖神铁路将煤炭一直送到浩吉铁路
靖边东站的是陕煤铁路物流集团靖神
铁路公司的机车司机。

在小保当车站，DF8B型内燃机车驾
驶室内，34岁的郑宇翔就是司机中的一
个。他一边快速准确地操纵机车手柄和档
把，一边观望和呼唤应答，从而精准地控制
机车运行速度，保证煤炭装车时列车恒速。

从 1 月 12 日休假后到岗，郑宇翔主
动请求留岗保运输。“疫情使公路运输
受限，铁路压力增大，司机都主动坚守
在岗位上。我们加速机车周转，提高机
车运用效率，积极完成小保当站、郭家
滩站万吨试装车和靖边北口万吨空到
列车试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煤炭
运输工作，2 月 15 日，靖边北交重车 20
列，刷新靖神铁路单日交车纪录。”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月 20日，陕煤
集团煤炭、化工、钢铁、电力主业板块复工
复产率分别为：100%、88%、100%、100%。

据悉，春节期间，陕煤集团所属煤化
工、钢铁、电力、水泥企业均未放假，正常
生产。大多数煤炭企业按照惯例在春节
期间进行了检修，并在春节前保持了比
较高的库存。春节之后，检修煤矿陆续
恢复生产。陕煤集团通过提前摸底，从
严筛选返矿复工人员，专车接送返矿员

工，对外地返岗人员实行隔离观测，分批
次复工，煤矿板块 36座矿井已全部实现
了复工复产。依托近年来持续投资建设
的智慧矿山、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等
信息技术建设成果，通过智能化生产、监
测、指挥、调度、统计、分析，线上沟通、研
究解决问题，错峰上班就餐，分桌召开班
前会、分批洗澡，优化生产组织，减少人
员聚集，提高生产效率，目前煤炭产量已
达 45万吨以上，至 2月 20日，已累计生产
商品煤 1964.22万吨，较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库存 76万吨，有力地保障了煤炭充足
供应。在此期间，全力保障疫情重灾区
湖北的煤炭供应，截至 2月 20日，陕煤集
团共向湖北区域市场发运 115.63万吨，同
比增销 81.38%。

疫情发生后，陕煤集团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产运需衔接，确
保高效协同运行。按照陕煤集团对复工
复产、产运需衔接、保供等工作系统部署
安排，集团各产业板块加强内部协作，相
互扶持，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有序组织生
产，高质量实现企业运行。陕煤集团所
属相关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快速组织，推

进紧缺物资生产。截至 2月 21日，北元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捐赠次氯
酸钠消毒液共计 82161吨（折合）；蒲城清
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倾力保障防疫
一线防护用品基础料的生产、供应需求，
共发出 400吨无纺布基础料HP552R运往
安徽合肥，用于口罩、防护服所用无纺布
的 加 工 制 作 ，还 优 先 排 产 聚 丙 烯
HP552R10000余吨。截至 2月 14日，陕西
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安市公共卫
生中心项目捐赠水泥 2754.35 吨，共计
112.92835万元，是陕西省内水泥行业捐
赠量价最多的企业。与此同时，2 月 17
日，由开源证券担任牵头主承销商的陕
煤集团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疫情防控债）发行成功，该期债
券为陕煤集团火线发行的西北首单疫情
防控公司债券，快速驰援疫情防控一
线。发行规模 10亿元，期限为 3+2年期，
票面利率 3.7%，认购倍数 3.276倍，本期
债券获得市场参与机构的踊跃认购，全
力打通了“战疫”资金血脉，票面利率创
陕煤集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新低。

（梅方义 汪琳）

陕煤集团机关包联贫困村

捐赠3万斤新鲜有机蔬菜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2月 16日一大早，安

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新星村十几位
村民在蔬菜大棚内忙碌着，他们
有的埋头收割着甘蓝，有的肩挑
背扛将甘蓝运送到路边装车……

温室大棚里，成熟的绿色有
机蔬菜甘蓝一片丰收，村民们戴
着口罩，正在忙碌地收摘蔬菜，
合作社带贫务工的村民说：“陕
煤集团机关驻村工作队和村上
开会，决定将蔬菜送给奋战在抗
疫一线‘最美的人’。”

几小时后，十个大棚里的 3
万斤甘蓝全部收割完毕，第一时
间送到了疫情防控第一线。目
前，甘蓝市场单价为每公斤 6 元
左右，美星蔬菜专业合作社捐赠
的 3 万斤新鲜甘蓝价值近 9 万
元。原本这批蔬菜订单可以通

过陕煤集团功能蔬菜基地联合
总社卖一笔好价钱，但是集团机
关工作队与村两委及合作社负
责人商议，在疫情非常时期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医生和交警等疫
情防控人员为了群众的安全，风
里跑雨里冻，真的很辛苦，美星
蔬菜合作社希望为战疫贡献力
量，因此决定将种植的 6 亩约 3
万斤甘蓝捐赠给汉阴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分送给抗疫一线那些

“最美的人”……大家一致赞成
并迅速组织行动，为防控一线送
上了一份真挚的问候。汉阴县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接受到
该批捐赠的当天，就将甘蓝分别
配送至公安交警部门、各镇卫生
院和各镇中心敬老院。

据悉，功能蔬菜项目是陕煤

集团 2019 年产业扶贫的重大举
措。 2019 年年初，陕煤机关驻
村工作队结合新星村实际布局
发展了功能蔬菜产业。项目在
陕煤助力汉阴脱贫攻坚工作站
统一安排下，在鑫聚蔬菜联合
社具体指导下，由驻村扶贫工
作队协调村两委流转土地改良
土壤，联合社帮助联系果蔬专
家实地做技术指导种苗培育，村
中日常管理。这一产业项目每
年带动 30户 115人增收，使新星
村群众在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
带动贫困户就业增加收入，从根
本上解决了扶贫异地搬迁户的
生计问题，通过产业拉动，保证
扶贫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

（邓耀林）

本报讯 为了协助陕西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物资保障组疫
情战略物资的储备，陕煤物资集
团进出口事业部抽调各项目组骨
干业务人员成立疫情采购捐赠临
时小组，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战略
储备物资的进口及捐赠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防疫物资抢
手，进出口事业部在短时间采购
大批防护物资难度很大。通过
发动全员通过长期建立的国外
合作伙伴和能够发动起来的关
系人，进出口事业部发挥专业优
势，避开部分国家对运往中国的
大批量口罩出口的限制，通过紧
急开辟采购新渠道，多方联系供
应商提出采购需求，在分别与俄
罗斯、德国、丹麦、奥地利等多个
国家联系后，最终确定从奥地利
进口 32000 个 daily-dent 口罩订
单，及时从俄罗斯进口 24000 个
3M口罩订单。

几经波折，又千方百计克服
了因国外航班停飞带来的运输困
难，截至目前，从俄罗斯进口的口
罩经空运从莫斯科到北京，再转
陆运从北京已抵达西安。从奥地
利进口的口罩于 2月 23日最后经
韩国仁川机场抵达西安。据了
解，这些防疫专用口罩在通过海
关检验检疫后，将由专业配送人
员交给陕西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物资保障组，统一调度和分配。

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的
业务骨干通过与多国供应商保持不间断联系，克
服航班货运紧张等诸多困难，用最短的时间，顺
利完成合同签订、外汇付款、航空运输等事项，
确保捐赠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国内。 （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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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有
一个温暖的故事正在陕化公司广泛流传。

今年 32岁的黄冰是一名普通的检修
工，他的妻子王争艳是渭南市第三人民医
院 ICU护士。在武汉发生大面积新冠肺炎
疫情后，她义不容辞写下请战书，通过层层
选拔，和另外一名同事赴鄂支援。

从接到命令到整装待发，丈夫黄冰和
她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句话:“你安心去吧，
我支持你，就像你以前一直默默支持我一
样。要注意安全，家里有我。”

2月 14日情人节当晚，收拾完行李已

经是深夜一点多。王争艳不知是激动，还
是担心，跟丈夫交待了很多。平日里女
儿更多的是她在照顾，父母年纪也大了，
更需要有人照料。2 月 15 日，送别妻子
后，黄冰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随即投入到
紧张地复工检修工作当中。王争艳在经
过简短的培训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与疫
情、与死神的战斗当中。

黄冰的家住在离厂区十公里外的华
州城区，他一直骑着电动车上下班。为了
不来回折返耽误工作，他每天坚持早早起
床，把饭做好带到厂里，一日三餐经常是

简单对付，困了累了就在岗位上休息一会
儿。2016年他来到陕化成为一名检修工，
从农村走出来的黄冰有着特有的淳朴和
善良，勤奋好学、善于钻研，脏活累活抢着
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主动学习机泵
维修知识，从刚开始跟在技术员身边打下
手，后来慢慢开始参与多级泵的拆解大
修。春节放假期间，他一直参与值班检
修，复工后刚好遇到气化 A炉大修，他和
同事们连续开展了气化 1401进出口阀、盲
头、短接的拆装工作。

面对家人驰援武汉的特殊情况，陕化

公司党政第一时间对黄冰进行慰问，告诉
他不要有任何顾虑，照顾好家庭，单位将全
力满足他们工作和生活需要，解决他爱人
的后顾之忧。但他谢绝调整岗位的照顾并
表示，目前正是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虽然
没有像妻子一样奋战在抗疫前线，但他会坚
守在生产一线，努力工作，以自己特有的陪
伴方式向远在武汉前线的妻子隔空表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一个坚
毅逆行，一个坚守一线，夫妻同心、携手
共进，为抗疫贡献着一份力量。

（梁力壬 吴颖）

你驰援武汉 我坚守一线
丈夫隔空喊话战“疫”妻子——

本报讯 从摄像头旁经过时，体温就能瞬间在电
脑上生成。

2月 17日，彬长矿业公司文家坡矿办公楼入口
门检处，设置了“红外测温区”，已安装完成的“红外
热成像测温”正在正常使用中。

据了解，咸阳移动首批“红外热成像测温”系统
采用远程热成像测温摄像和黑体校正技术，实现远
程自动测温功能，通道摄像范围内可多人同时测
温，并在后台软件平台显示体温。同时具有“无接
触式检测、高精度体温筛查、异常体温预警”的特
性。在 1至 10米范围内，可对进出人员体温进行
非接触方式快速检测，系统测温精度达到±0.3度，
灵敏度 0.1度。当有人员的体温超过告警温度阈
值，如出现疑似发烧等情况时，设备将告警，提醒
人员进行进一步检查，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近距离、
接触式测温手段。该系统立足疫情防控实际，提
升筛查效率，满足公共场所高密度人群精准测温
的需要，为提升检疫测温速度和工作人员安全，避
免交叉感染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文家坡矿相关负责人表示：“平日使用的电子
测温枪经常会不准，水银体温计的时间太长还害
怕消毒不到位，有了‘红外热成像测温’系统，既提
高了人员通行效率，又大大减少接触交叉感染风
险，安全又方便。” （弯桂清）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红外热成像测温”系统“上岗”

本报讯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
月 17 日，全国在产煤矿 1274 处；产能 29.15 亿吨/
年；煤矿产能复产率 70.2%，自 2月 1日统计以来首
次突破 70%；日产量 712万吨，自 2月 1日统计以来
首次突破 700万吨。2月 17日，全国统调电厂电煤
可用 26天，处于合理水平。湖北电煤可用 47天，为
近年来高位。

此前国家能源局曾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月 13
日，全国在产煤矿 996处、产能 26.5亿吨/年，较 2月 1
日分别增加 138%、64.2%；煤矿产能复产率 63.8%，
较2月1日提高24.9个百分点。

在短短的 4天之内，全国在产煤矿数量就增长
了 278座，日均复产近 70座，产能复产率也提升了
6.4个百分点，复产速度较此前明显提升。 （综合）

全国煤矿产能复产率70.2%
日产量超700万吨

行业信息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韩城
矿业公司桑树坪矿党委按照工作区域，划分“党员
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图为该矿在交通要道设立的矿级领
导班子“党员示范岗”。 文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