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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资委党委书记邹展业省国资委党委书记邹展业（（中中））在陕煤集团党委书在陕煤集团党委书
记记、、董事长杨照乾董事长杨照乾（（左一左一））陪同下在陕化公司调研陪同下在陕化公司调研。。

①①

在陕西汉中市勉县汉江河滨、定军山
下，坐落着一座美丽的“现代花园”——陕
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始
终坚持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的创新理念，
做精做细做实节能环保工作，走上了一条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图①：中央水处理中心鸟瞰。
图②：动力能源中心花海长廊。

刘勇 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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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化学公司

全球最大煤化工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
本报讯 近日，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180万吨/年乙二醇

工程动力站装置3#锅炉第一罐混凝土浇筑仪式在清水工业园
区项目现场举行，标志着动力站工程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仪式上，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宣布3#锅炉基础浇筑第一
罐混凝土开工浇筑。3月 9日，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
任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3#、4#锅炉施工要求、工
程进度、材料订购、设备进场等相关事宜，并提出了4月15
日完成动力站3#、4#锅炉基础的目标节点。3月12日，3#、
4#锅炉基础基槽土方开工清理，在各参建单位共同努力
下，仅用 10天时间完成了 3#锅炉垫层、钢筋绑扎、模板安
装等工作，为完成节点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
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是目前在建的全球最大煤化工
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3平方公里，估算总投资达1250
亿元，是目前煤炭加工能力最大、产业融合度最高、技术集
成度最复杂、产业链最贴近终端市场的煤炭转化示范项
目。目前，一期一阶段 180万吨/年乙二醇、120万吨/年粉
煤热解及 5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已开工建设，项目前期手
续基本办理完成，工艺包全部交付，总体设计已完成审查，
计划2021年6月建成投运。 （李玉春）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邹展业
到陕煤技术研究院华州基地和陕化公司调研

本报讯 3月25日上午，省国资委党委
书记邹展业到陕煤技术研究院华州工业
化试验生产基地和陕化公司调研指导工
作，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尚建选，党委委员、董
事、技术研究院院长闵小建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邹展业来到陕化公司尿
素装置区，听取了陕化公司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目前，陕化公司
所有员工健康上岗，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保春耕工作要
求，科学合理组织生产经营，圆满完成产
量任务，保障了春耕用肥供应。邹展业
对陕化公司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取
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在陕煤技术研究院华州工业化试验
生产基地各试验装置区，邹展业听取基地
各工业化试验生产装置项目概况、技术优
势、应用前景和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每
到一个试验装置区，邹展业都驻足仔细查

看，并就有关产品的技术特性、安全环保
优势、市场应用前景等关心的问题与陕煤
集团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邹展业
对陕煤技术研究院华州基地试验生产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陕
煤集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创新、积极
培育新动能的做法。邹展业指出，陕煤集
团是陕西省能源化工大型企业和技术创
新骨干企业，研究院是陕煤集团高新科技
研发单位，“十三五”期间以提高创新能力
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以煤炭、
煤化工技术研发为重点，攻克了一批核心
关键技术，华州基地目前建设的工业化试
验生产装置均属高新科技领域，技术新、
产品新，部分产品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打
破国内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邹展业强
调，一是目前是疫情防控的最吃劲的关键
时期，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国内取得了阶段
性可喜的成绩，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疫
情还在蔓延和扩散，“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依然是当前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绝
不可松懈。二是陕煤技术研究院要继续
提高创新能力，加快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步伐，以煤炭、煤化工技术研发为重点，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关键技术研发，培
育新兴科技产业，为陕煤集团的成功转型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助推陕西省行
业发展、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
创新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三是陕煤技
术研究院要全面总结上海高新技术研究
院、深圳研究院的组建经验，积极推进北

京雄安新区技术研究院的组建工作，积极
进军新领域，不断培育新动能，形成“科
研+基地+示范”科技引领新模式，构建东
西南北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

杨照乾对技术研究院华州基地提了
三点要求，一是要按照邹展业书记的指
示双管齐下，统筹协调，抓好疫情防控不
放松，鼓足干劲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后试
验生产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二是
要加快推进华州基地试验生产工作，试
验成功的新产品要尽快进行市场推广应
用；试验成功的装置要加快产业放大生
产的步伐，尽早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
化。三是要充分借助研究院的科技研发
平台和试验生产基地优势，向产业价值
链的高端延伸，超前布局新材料和新能
源领域的先导技术，积极培育高新技术
产业，为陕煤集团的转型发展提供最先
最强最优的科技支撑，在陕西省的科技
创新领域彰显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陕煤技术研究院华州基地主要承担
科研项目的工业化试验开发及示范装置
的建设和运行，基地占地约 275亩，总投
资约 8亿元，主要建设有 7套试验项目，
其中超级活性炭、高性能镍钴铝酸锂及
其前驱体、光伏专用正银粉、输送床粉煤
热解、甲基芳香醚绿色环保工艺开发、专
用催化剂等项目已完成试验，正在进行
工业化扩能前期论证工作，绿色合成
MDI/TDI技术开发项目预计年底可进行
工业化试验。 （陈瑞红 何芳莉 丁菲）

“十四五”以“16555”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引领

陕煤集团3300亿元谋划75个产业项目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陕煤集团获悉，

该集团“十四五”以“16555”高质量发展目
标为引领，高质量谋划储备了75个产业项
目，估算总投资3300亿元。

“十三五”以来，陕煤集团建成了一大
批煤炭、化工、电力、铁路、新能源、新材料
项目。今年，该集团积极应对疫情对生产
经营带来的影响，计划投资200亿元，争取
完成 300亿元左右投资。目前，榆林化学
等建设项目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项目进
度有序推进。到“十三五”末，陕煤集团将
在陕北形成 3个千万吨级矿井群，建成一
批有竞争力的大型煤化工项目，建成千万
吨钢铁产业集群，建成权益装机近2000万
千瓦的电源项目，基本建成陕北铁路集运
系统及沿海沿江大宗物资集疏运体系。

“十四五”，陕煤集团将从做强做优主

业和加快新动能培育两个方面谋划集团
发展，谋划储备了 75个产业项目，估算总
投资3300亿元。

在煤炭、化工、钢铁、电力、物流等主
业方面，一方面，通过投资新建、并购和
重组等方式，不断强化和提升主业话语
权；另一方面，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不断拓展主业发展新方向和新领
域。在新产业培育方面，以新能源、新材
料、城市矿山、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生产
生活服务等方向为重点，加快新动能培
育，争取在“十四五”末，新产业比重上升
到集团产值的30%左右。

煤炭主业方面，谋划储备项目 13个。
以榆神四期开发为主阵地，争取在陕北再
建成 1个千万吨矿井群，在新疆谋划一批
煤炭项目，新增煤炭产能 1亿吨，到“十四

五”末，煤炭产能达到3亿吨。
煤化工方面，谋划储备项目10个。以

榆林化学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
范项目（中日国际合作化工新材料产业
园一期工程）为龙头，以精细化工和化工
新材料为主要方向，以国际合作培育高
端煤化工产业集群为模式，以汽车、纺织、
建筑装饰等为目标产品，打造完整产业链
条。同时，为榆神四期煤炭资源开发配套
转化谋划的“中日国际合作化工新材料产
业园二期工程”，拟建设世界最大的可降
解材料生产基地；立足关中地区未来以
精细化工和材料深加工为主要方向，加
快推动关中地区化工产业集群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对陕北现有兰炭、电石、煤
焦油加工等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确保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在陕北布

局碳纤维及其配套产业；在内蒙古、新疆
储备一批有竞争力的煤炭转化项目。

钢铁产业方面谋划储备项目4个，主要
以环保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向。

电力产业方面谋划储备项目10个，继
续做大做强火电业务，争取“十四五”末新
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20%，积极开展配售电
业务以及电力市场辅助服务。

另外，该集团谋划储备了锦东至清
水工业园等 5个铁路物流项目；制造领
域谋划 1个项目，在全国建设一批再制
造生产基地；建材产业谋划储备项目 15
个；在城市矿山、工业固废利用、新能源
电池、智能制造、文旅健康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谋划储备项目 15 个；沿着

“一带一路”，在海外谋划储备2个重大投
资项目。 （梅方义 刘瑾 汪琳）

行业信息

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局连续第五年制定发
布基于三年后规划目标的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
警。结果显示，2023年，除山西、甘肃、宁夏为红色
等级，黑龙江、吉林、新疆为橙色外，其余省份、地区
2023年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均为绿色等级，充
裕度预警绿色地区较上一年度继续增多，意味着煤
电装机过剩局面有所缓解。

为了防止高歌猛进的煤电步钢铁与煤炭产能
过剩后尘，能源主管部门自 2016年开始推出一系列
限制措施，预警煤电增长泡沫的“红绿灯”机制是其
中之一。由于煤电项目从纳入国家电力发展规划
到建成投产需三至四年时间，存在一定投产惯性，
因此该机制的预警目标为发布年后第3年。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发布 2023年煤电规划建
设风险预警的通知》，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指
标体系分为煤电装机充裕度预警指标、资源约束指
标、煤电建设经济性预警指标。 （综合）

国家能源局：煤电装机过剩缓解

本报讯 3月 20日，第十三届新财富最佳投行榜单
出炉，开源证券受到业界广泛认可，凭借投行业务的优
异业绩喜获四项大奖——荣获“进步最快投行”“最具
潜力投行”，其发行承销的2019年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可续期公司债券项目、开源——北京地铁
票款收费权1号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分别入选“最佳
公司债项目”“最佳资产证券化项目”。

新财富最佳投行评选是业界广泛认可最具权
威、最获认可的奖项之一。本届评选旨在嘉奖 2019
年度中国资本市场的优秀投行团队、投行项目及业
务精英，促进本土投行综合能力提升，推动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反映了市场成员和个人在本土投行领
域的竞争优势和整体形象。基于 2019 年度开源证
券在投行业务取得的突出成绩和优异表现，经由国
内主要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共同投票，公司一
举揽获该评选四个奖项，投行业务发展得到了资本
市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开源）

开源证券荣获第十三届新财富最佳投行四项大奖

本报讯 3月 20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王峰
煤矿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通过煤炭产能置换，建设
韩城矿区王峰煤矿项目。该项目的核准，为推动韩
城矿业进一步续航发展再添新动力，同时也标志着
陕煤集团目前所有煤矿项目均取得核准审批手续。

王峰煤矿是国家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项目，
矿井建设规模 300万吨/年，井田位于韩城矿区东
北端中深部，行政区划隶属于陕西省韩城市桑树
坪镇管辖，煤种属中灰、低挥发分，低硫、灰熔点
高、发热量大、可选性好的贫煤和无烟煤，是国家
能源局确定的陕西省唯一特殊和稀缺煤种，是良
好的动力用煤及高炉喷粉用煤，也可作为配焦煤。

（郭嘉聿 弓箭 宁鲁泉）

韩城矿区王峰煤矿项目核准获批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52.2
2020 年 3 月 27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为

152.2 点，较上期下跌 2.1 点，同比下跌 15.9 点；对应
陕西煤炭综合价格 399 元/吨，环比下跌 5 元/吨，同
比下跌 41 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煤指数 151.1
点，较上期下跌 2.2 点；配焦精煤指数 206.3 点，较上
期下跌 2.6 点；块煤指数 125.2 点，较上期下跌 2.5
点。分区域：榆林指数 145.7 点，较上期下跌 2.7 点；
延安指数 181.2 点，较上期下跌 0.4 点；咸阳指数
163.8 点，较上期下跌 2.5 点；关中指数 147.2 点，较
上期持平。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本报讯“疫情关键期，贵集团公司所属陕煤物
资集团重庆秦嘉公司全力以赴保障我公司所属各
单位原燃料供应，我们向贵集团公司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疫情期间，西钢集团的
原燃料保供极其紧张，安全生产受到了巨大威胁，
陕煤物资集团重庆秦嘉公司保质保量、快速及时
的保供体现了国有企业责任担当，更体现了青陕两
省一衣带水、休戚与共的兄弟情谊。”

3月 18日，一封载满患难情谊的感谢信从高原送
达三秦，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信中表达
了对陕煤集团所属陕煤物资集团重庆秦嘉公司在疫
情期间全力保障西宁特钢原燃料供应的真诚感谢。

在疫情防控中，陕煤物资集团坚决贯彻省委省政
府、省国资委和陕煤集团的有关要求，用实际行动扛
起战“疫”责任，践行国企担当，精细部署疫情防控
工作，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筹措疫情防护
紧俏物资，在全力以赴保障陕煤集团内部复工复产
必需物资的同时，认真履行社会物流购销合同协
议，保证西宁特钢集团等战略合作伙伴生产运行物
资需求，得到了各方用户和兄弟单位的一致赞许。

据悉，西宁特钢集团和陕煤物资集团已经连续6年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了原材料、产成品等多领
域、深层次的紧密合作。下一步，双方还将充分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创造合作条件，拓展合作空
间，共同构建互利互赢的国企合作新典范。 （解玲）

一封来自西宁特钢集团的感谢信

3 月 24 日，在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工业厂区广
场，一辆呆萌可爱的无人驾驶清扫车“蜗小白”正
在工作。该公司引进无人驾驶清扫车可以极大地
提高清洁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同时让清洁工作变
得更加智能。 李潇洋 刘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