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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所属北元化工公司向社会捐赠次氯酸钠消毒液。

陕煤集团向包联帮扶的汉阴县捐赠疫情防控物资。

陕煤集团的战“疫”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陕煤集团行动早、

准备足，多措并举保生产、稳产量；多头发力，加

强煤电保障供应；发挥规模优势，加快防疫消杀

物资生产；借助金融平台优势，助力战疫促生产；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陕煤集团

防疫不松劲，生产不停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奠定坚实基础。

陕煤集团所属生态水泥公司为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捐赠
所需水泥。

陕煤集团所属蒲城清洁能源化工公司生产的聚丙烯装车发
运，满足防疫物资生产需要。

2月2日，省国
资委党委书记邹
展 业（右 二），主
任、党委副书记刘
斌（左二）到陕煤
集团检查指导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在陕煤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照乾（左一），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
严广劳（右一）陪
同下，在集团调度
室连线基层调度
室值班人员，向他
们拜年并叮嘱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陕煤集团全力保障湖北区域市场煤炭供应陕煤集团全力保障湖北区域市场煤炭供应。。

2月14日，陕煤集团下发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照乾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与企业当前各项工作的讲话，要求进一步肩
负起企业疫情防控和“稳增长、促投资、保运
行”双重责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为全国全省打赢
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和陕西省经济平稳
向好发展作出陕煤应有贡献。

为此，陕煤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加强产运需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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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高效协同运行，坚决实现疫情防
控与生产经营“双目标”“双胜利”。

雪中送炭 陕煤入鄂保供

2月 19日 16时 30分，经过严格的体温检
测、身份信息核验，陕煤集团榆北煤业小保当
公司综采一队技术员钟向锋到达井下作业地
点。他仔细检查工作面工程质量和主要设备
状况，确认各岗位均已安全到位后，发出了开
机工作指令：“各岗位均已到位，确认完毕，控
制台开机！”

为了确保矿井安全平稳生产，钟向锋坚
守岗位，已经50多天没回家了。他明白，自己
的工作对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矿井生产的煤炭将通过靖神铁
路、浩吉铁路到达湖北各大电厂，且“朝发夕
至”，有力保障疫情重灾区能源供应。

陕煤集团下属的陕西铁路物流集团公司建
设的靖神铁路是国家战略运输通道浩吉铁路最
大的集运系统，贯穿榆林能源化工基地，承担着
神府、榆神、榆横三大矿区和榆神、榆横、靖边能
化三大工业园区大宗物资运输的使命。

“疫情使公路运输受限，铁路压力增大，
我们都主动坚守在岗位上。”靖神铁路内燃机
车司机郑宇翔说，1月 12日休假结束后，他和
工友们主动请缨留岗保运输，完成了小保当
站、郭家滩站万吨试装车和靖边北口万吨空

到列车试验。2月 15日，靖边北口发运煤炭
7.11万吨，刷新靖神铁路单日发运煤炭纪录。

“从春节前到现在，我们 24小时待机，对

接生产端 2对矿井、运输端铁路物流，客户端
湖北地区用户。随时处理装车设备存在的问
题，实现多装快运。”负责榆北煤业小保当矿
和曹家滩矿生产调运的陕煤运销集团榆中销
售公司计划调运部经理李刘强说。

连日来，复产保供成为陕煤集团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截至2月20
日，该集团煤炭、化工、钢
铁、电力主业板块复工
复产率分别为 100%、
88%、100%、100%。

春节期间，陕煤集
团所属煤化工、钢铁、
电力、水泥企业没有停
产放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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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岗人员落实隔离措
施，分批次复工，煤矿
板块 36座矿井已全部
实现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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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下属矿井
优化生产组织，减少人员聚集，提高生产效
率，煤炭日产量已达45万吨以上，有力地保障
了煤炭供应。今年，截至2月20日，陕煤集团
共向湖北区域市场发运煤炭 115.63万吨，同
比增销81.38%。

快速组织 推进紧缺物资生产

1月 30日，接
到上级部门要求
增大次氯酸钠（消
毒液原料）的生产
量任务后，陕煤集
团下属北元化工
公司氯碱分厂立
即组织生产人员
制定加大次氯酸
钠产量的生产方
案和保障措施。

“每班拥有80
人的次氯酸钠生
产线，加上新增的
充装产品线 9人，
配合 4条生产线，
1000多台设备，不
仅仅是扩展次氯
酸钠产能，改变部
分生产方式带来
的生产困难，更重

要的是扩展产能对保障生产系统稳定运行的
冲击。扩能后环保设施的可靠运行、现场和
DCS操作人员的操作稳定，现场产品装卸队人

员的健康保障加上因疫情而不能到厂的短缺
员工的调配问题。”35岁的氯碱分厂副厂长张
波坦言，在这种形势下要确保分厂340名生产
人员和整个生产线安全高效运行，每个车间
承受着诸多压力和挑战。

2月8日19时，张波刚拿起饭盒准备去餐
厅打饭，忽然接到公司电话，要求连夜给湖北
武汉准备好 30吨次氯酸钠，支援疫情防控。
任务就是命令，在了解到目前次氯酸钠存量
不足 10吨的情况下，他立即指挥现场生产班
长，开大氯气阀门，联系质检分析样品，通知
充装人员到现场准备灌装次氯酸钠，要求安
全人员对现场生产情况进行监控。通过 3个
小时紧张急促的“战斗”，终于顺利灌装完
毕。截至 2月 17日，北元化工公司向社会捐
赠次氯酸钠消毒液折合共计82279吨。

在蒲城清洁能源化工公司聚丙烯装置现
场，安全帽下 31岁的赵艳熟练地对装置的轴
流泵、挤压机等大型设备进行“体检”。目前，
她负责的聚丙烯装置已切转至防疫物资原材
料的生产。

聚丙烯相关牌号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无纺
布、医用手术品、民用卫生品等领域，是一次
性口罩、防护服、一次性手术衣等目前紧缺防
疫物资的基础原材料。

聚丙烯基础原材料生产的重点难点在产
品质量的过程控制上。该工艺主要采取先过

量加氢快速调整及挤压工段添加剂降解法两
种方式来调整产品融指、稳定产品质量。除
此之外，反应系统的稳定性、催化剂活性、挤
压机各项运行参数的调整等，都会影响到成
品的下游加工及使用性能。

“1吨聚丙烯无纺布原材料可生产约25万
个一次性口罩。原材料质量的调整及把控工
作尤为重要。”在牌号切转期间，她必须频繁
往返现场，监护设备的运行是否正常、进料阀
门的开度是否合适、何时配置催化剂备用、挤
压造粒工段添加剂的下料是否正常等，全面
掌握生产情况并尽可能缩短转产时间，减少
过渡料的产生，产出更多的优等成品料。

“截至目前，我们已发出 400余吨无纺布
基础料 HP552R，新增无纺布改性基础料
HP500N订单10000余吨，用于口罩、防护服所
用无纺布的加工制作。为保障原材料供应，
我们优先排产聚丙烯 HP552R 2000 余吨、
HP500N 超 20000吨。”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田玉民说。

同时，恒神股份公司迅速成立生产突击
队，生产EM716产品配套客户医疗床板制造，
驰援武汉防疫第一线；华新水泥环保工厂燃煤
告急，陕煤运销集团襄阳港务公司火速发运
10000吨煤炭紧急驰援；湖南湘佳牧业公司200
万只小鸡苗孵化育苗面临燃“煤”之急，长安石
门发电有限公司火速筹备足额燃煤发运……
陕煤集团所属单位除了做好本企业职工的疫
情防控工作外，积极抓好生产保障民生供应，
驰援各类防疫物资，用行动践行国企担当。

争分夺秒 驰援西安“小汤山”建设

2月 3日，被称为西安“小汤山”医院的西

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在高陵区全面开工，
500亩的施工现场一片争分夺秒的忙碌景象，
而陕煤集团“禹龙”钢材和生态水泥产品等建
材也在与时间赛跑运往现场。

2月1日19时，接到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
项目首批“禹龙”钢材需求通知后，陕钢集团
立即从韩城、西安两地调配资源，于当晚22时
完成装车，2月 2日凌晨 5时在项目地完成卸
车。10小时的赛跑，为项目的顺利建设提供
了物资保障。到 2月 5日，所需 640吨钢材全
部到位，“陕煤速度”得到了再一次印证。

陕煤集团下属的生态水泥公司，2月 1日
了解到项目建设信息后，快速对接建设单位、
组建专业技术团队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水泥
供应需求，第一时间与富平公司沟通产品发
运，与中国中材集团沟通合作安全运输细
节，全方位部署人员、生产、调运、化验、
车辆等各环节，快
速打通捐赠通道，
确保高质量、快速
供应。

截至 2月 14日，
生态水泥公司向西
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
目捐赠水泥 2754.35
吨，共计 112.92835
万元，是省内水泥行
业 捐 赠 量 价 最 多
的企业。

该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超晖表
示：“后期项目建设
需要多少，生态水泥
就捐赠多少。”

疫情期间，陕煤
集团发挥金融“活
水”优势，加大对防
疫物资生产和服务
等金融支持，开通绿
色通道，确保疫情期
间生产企业，特别是
防疫物资相关企业的运转和生产资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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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行，成为西北首
单疫情防控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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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优先用于支持疫情防护防
控相关业务。

与此同时，陕煤集团所属的开源租赁公
司制定《关于开通防疫保障企业租赁授信绿
色通道的指引（暂行）》，向防疫保障相关行业
企业开设绿色通道，提供特别支持。截至目
前，已与省内 27家防疫保障企业建立业务联
系，并持续扩大对接企业范围和数量，积极梳
理相关需求。

“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库存告急、仅医疗口罩日需 3000个、当
地无生产防疫物资的工厂、疫情导致物流困
难……疫情发生后，位于陕南秦巴山区、毗
邻湖北的汉阴县各类防护物资消耗和需求
很大，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民警、镇村干部
急需的口罩等防护物资告急。

陕煤集团接到
包联帮扶的汉阴县
请求援助疫情防控
物资的函后高度重
视，集团助力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协调，陕北矿业
公司、物资集团具体
负责，积极寻找渠
道，仅在72小时内紧
急采购20000只医用
口罩、10000 双鞋套
和1000公斤酒精，第
一时间送达汉阴县，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
力支持。

2月 12日，汉阴
县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部收到汉阴县鑫

聚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七叶莲农业
科技公司）捐赠的刚刚成熟的 2000斤蔬菜；2
月 16日，再次收到陕煤集团机关包联贫困村
捐赠的3万斤新鲜有机蔬菜。

这些“扶贫蔬菜”是陕煤集团2019年精
准扶贫的重大创新举措成果，陕煤集团驻汉
阴县帮扶的13个贫困村合作社发起成立汉阴
县鑫聚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社
投资 500万元，在汉阴县涧池镇紫云村建立
陕煤集团功能蔬菜产业发展示范园。截至目
前，已建成蔬菜育苗房、65个设施生产大
棚、500吨级冷库、灌溉和排水工程系统以
及生产和管理系统。示范园采用联社联企联
户、直销包销帮销的“三联三销”扶贫模式
运行，通过消费扶贫、市场销售等方式，
2019年累计分红114.39万元，13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助力汉阴县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原计划所有在植蔬菜过年前后统
一采收上市，由于疫情突然，交通管控影响，
给统一采收带来巨大困难。尽管如此，陕煤
集团驻村帮扶干部积极联系各方力量，打通
蔬菜采收上市的各个环节，各村大棚蔬菜统
一采收计划在一星期内完成，下一茬新菜种
植计划也已安排妥当，各项具体准备工作正
在紧密进行中。

“一手抓脱贫攻坚，一手抓疫情防控，
是我们当前的要事。”汉阴县涧池镇栋梁村
驻村干部梁锋从大年初二返村，不遗余力
地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宣传疫情大喇
叭、村口防疫检测点、疑似人员劝赴医院就
诊、筹划开年蔬菜采收……在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同时，陕煤集团驻村扶贫干部更是
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中，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尽职尽责。

据了解，2012年以来，陕煤集团累计投入
超 1.5亿元、选派 54名干部，向汉阴县医疗扶
贫项目捐助了 1000万元，通过产业、就业、消
费、医疗捐助等多种方式，支持汉阴脱贫攻
坚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抗疫期间，陕煤集团
所属各单位纷纷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医疗机
构、帮扶村捐赠各类防疫物资，切实筑牢防疫
防线。 （梅方义 汪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