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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川照金干
部学院相关领导带领有关人员，
赴铜川矿业公司铜煤文化展览
馆、路遥文化展览馆、王石凹工
业遗址公园项目筹建处进行照
金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授牌。

铜川矿务局是铜川矿业公
司的前身，企业建立 60余年来
汇集了辉煌灿烂的煤矿文化，
也成为全国煤炭工业的活化
石。铜川矿区南距省会西安
90 公里，矿区人文景观、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素有“渭北黑腰
带上的明珠”之美誉。旧同官
煤矿的北部矿区在陕甘边照金
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早在土地
革命时期，陕甘边工农红军和
游击队曾经在同官矿区、照金、
马栏等地播撒了红色革命的燎
原星火。60 多年来，铜川矿区
先后涌现了全国党代表 7 名，
全国人大代表 8 人次，省部级
以上劳模 164 人次，其中全国

劳动模范 7名。这里是几十年
来唱红祖国大江南北《唱支山
歌给党听》和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路遥先生长篇小说《平凡的
世界》的诞生地。企业文化经
久不衰，较好地传承了铜煤矿
工精神。照金干部学院认为，
铜川矿业作为老煤企，积淀了
深厚的历史文化，打造出了诸
多文化品牌，将铜川矿业公司
3 处场馆确定为照金干部学
院现场教学点既有利于双方
共同发展，也是校企联合办学
方式的创新。成为照金干部
学院教学点后，铜川矿业公司
将通过与照金干部学院加强
沟通协作交流，进一步充分发
挥好企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
文化建设阵地作用，使更多人
通过了解和感悟铜煤历史、铜
煤文化、铜煤精神，积极为建
设和谐文明铜川贡献力量。

（杨春成 郭民 王军 裴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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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 牺 牲 烈 士 和 逝 世 同 胞 的 深 切 哀
悼，陕煤集团及所属各单位 4 月 4 日

10 时举行哀悼活动。
图为集团公司机关及实业集团干

部职工在研发楼参加悼念。 汪琳 摄

陕煤集团所属7家单位

荣获“陕西省国资委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本报讯 近日，从陕西省国资委获悉，陕煤集团所属陕

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韩城矿业下峪口煤矿、陕西龙
门钢铁公司荣获“2019年度陕西省国资委国有企业文明
单位标兵”称号。同时，集团所属北元化工公司、蒲白矿
业有公司、榆北煤业公司、黄陵矿业一号煤矿荣获“2019
年度陕西省国资委国有企业文明单位”称号。

企业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思想支撑和道德滋
养。近年来，陕煤集团及所属各单位认真贯彻中、省及
省国资委文明创建工作规划要求，在继续巩固、保持和
发扬原有创建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围绕创建工作的新
体系、新要求、新任务进行深入实践，不断推进文明单
位创建工作，实现全员素质大提高、工作生活环境大改
善、文明风尚大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大提升，为打造一
流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
持。一是突出“引领力”，把握文明创建的政治方向。
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党政同负责、部门细分工、全员共
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创建合力。二是增
强“指导力”，点亮文明创建工作的方法路径。紧紧围
绕“党建带创建、创建促党建”的工作思路，摸索出一套
符合企业实际的“党建+创建”工作模式，形成党建与文
明创建交汇融合、双向提升的良好格局。三是发挥“感
召力”，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引导全员参与文明创建活
动，形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
献社会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四是催生“驱动力”，
展示文明创建丰富内涵。着力将文明创建融入中心工
作，把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和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塑造和
展示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钱锴 吴莎）

陕煤集团召开所属单位党委（总支）书记
抓党建述职述廉评议考核视频会议

本报讯 3月 31日，陕煤集团召开所
属单位党委（总支）书记抓党建述职述廉
评议考核视频会议。集团公司党委委
员，党群工作部门负责人，现场述职所
属单位党委书记，集团公司职工代表等
参加了主会场的会议。书面述职的所
属各单位党委（总支）书记，所属单位分
管党建副书记、党群部门负责人、所属
三级单位党组织书记，以视频会议形式
在各自分会场参会。

会上，北元化工、神木煤化工、府谷能
源、长安益阳、长安石门、神渭管道、开源
证券 7位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党委书记，重
点围绕开展主题教育、履行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强化
政治功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等情况，紧扣“六
个方面”重点进行了现场述职述廉。集团
公司党委委员分别进行了现场点评。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

指出，从 2017 年开始，集团用四年时间
对二级单位党委书记完成了一轮现场述
职，各级党组织书记对抓好党建工作的
认识不断提高，能够始终把自己摆在集
团党建工作的坐标系中来定位来对照，
通过比学赶超，党组织书记的履职意识
越来越强，党建工作越来越扎实，“党委
（总支）书记抓党建述职述廉评议考核”
这项工作，逐渐成为集团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制、拧紧管党治党“螺丝钉”的重要
举措，逐渐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的有效载体。

结合当前形势，杨照乾对做好集团
全年的党建工作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
坚定政治方向，全面提升党组织领导
力。始终与党同心同向，持续深化主题
教育，不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意识形态
防线，紧抓大事急事要事，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抓实各类问题整改，坚决打赢
助力脱贫攻坚战。二是聚焦核心任务，

全面提升党组织战斗力。抓好中省精
神贯彻落实、党内重要法规制度宣贯、
党委领导机制完善；加快党建与生产经
营融合，建立治理融合、业务融合、考核
融合共同体；抓好选人用人导向、干部队
伍活力、干部素质提升；抓实基层组织、
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三基建设”。三是
强化责任担当，全面提升党组织保障
力。做到党建在心、心中有责，压紧压实
党建责任，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
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不断健
全责任考核机制，层层压实各级党组织
抓党建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的第一
责任、专职副书记的直接责任、纪委书记
的监督责任、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不
断增强抓党建、促党建合力。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
劳在主持会议时要求，所属各单位要抓
好会议精神学习贯彻，结合企业实际，形
成具体措施，确保党建工作真正摆上位

置，抓出成效；抓严党建责任落实，认真
梳理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问
题，进一步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抓好整
改落实；抓实述职述廉评议考核，强化考
核结果运用，真正发挥好考核“指挥棒”
作用，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为集
团公司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企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尤西蒂
对书面述职单位进行了综合讲评，指出
了抓党建工作呈现的不同特点，并围绕
党建工作体系创建、基层党组织建设、干
部人才队伍建设、疫情防控等 12个方面
内容，对各单位抓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亮点
特色、突出问题进行了综合讲评，帮助各
单位认清差距、理清不足、明确改进方向。

会上，结合各单位述职述廉内容，对
照《述职述廉评价体系》，主会场参会人员
进行现场测评，分会场所属企业党组织书
记进行网上测评。 （刘涛 汪琳）

陕煤集团：打出稳增长政策“组合拳”
本报讯 近日，陕煤集团出台一系列

措施统筹做好稳增长工作，明确 2020年
各项工作要坚定“目标不变、任务不减、
标准不降、干劲不松”，确保全面完成“营
业收入 3400亿元，利润 168亿元”的年度
目标任务。

陕煤集团细分全年重点工作任务，
列出工作清单及责任清单，工作清单涵盖
了坚决充分释放产能、加大项目投资、风
险防范、深化改革创新、深挖内潜、补欠追
超、提质增效等层面50项具体内容。陕煤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表示，要高
质量做好生产运行各项工作，坚决实现疫
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双目标”“双胜利”。

据介绍，为全面实现达产达效，推进
经济效益上台阶，陕煤集团将进一步优
化各煤炭企业生产组织，将补欠作为全
年重点工作持续推进。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释放陕北矿业、榆北煤
业、黄陵矿业三家企业优质产能，彬长
矿业、铜川矿业、澄合矿业、蒲白矿业、
韩城矿业五家企业严格按照核定生产
能力组织生产。持续巩固陕北片区亿
吨级产量规模，努力实现全年奋斗目
标。同时，严格落实煤炭长协机制，密
切衔接重点发电企业，保障重点发电企
业电煤供给。加大非电煤市场和铁路
运输开发力度，强化产、装、运、销协接，

力争早日实现双双达到 1亿吨。
在细化落实各产业板块目标责任

的同时，陕煤集团将加强各产业板块、
各单位内部协作，充分发挥内部市场优
势，释放内部需求，确保集团全年内部
协作量不低于 136亿元。充分发挥集团
大物流、大平台、多渠道集采、统销优
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做好物流
贸易业务，切实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销
售价格，保障集团利益最大化。持续做
好“入渝保供”工作，确保集团全年煤炭
入渝量 1000 万吨，加快推进与江西、四
川、湖北等省份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同时，陕煤集团还将盯紧盯实项目

建设，充分释放有效投资。今年年底，
陕煤集团将在陕北形成两个千万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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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陕煤集团将通过开展疫情防
控和稳增长工作表彰奖励，指导所属
单位对在疫情防控和稳增长艰苦危险
岗位取得突出成绩、重大贡献的管理
人员、年轻干部大胆提拔使用，激发各
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干事创业奋
斗热情。 （梅方义 汪琳）

行业信息

本报讯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
计，2020年1-2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完成 3.9亿吨，同比减少 1639万吨，下降 4.0%；营业
收入（含非煤）为 3858.4亿元，同比下降 12.2%；利润
总额（含非煤）为99.2亿元，同比下降50.7%。

排名前10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2.8亿吨，占大
型企业原煤产量的 70.1%。其中，6家企业产量增
加，合计增产 889 万吨；4 家产量下降，合计减产
915万吨。

具体情况为：国家能源集团 10412万吨，同比
增长 1.3%；中煤集团 3036万吨，同比下降 6.2%；同
煤集团 2655万吨，同比增长 9.8%；陕煤集团 2482
万吨，同比增长 11.7%；兖矿集团 2433万吨，同比
增长 6.3%；山西焦煤集团 1500 万吨，同比下降
7.0%；国家电投集团 1436万吨，同比增长 8.5%；山
东能源集团 1398万吨，同比下降 27.9%；华能集团
1203万吨，同比增长 0.3%；潞安集团 1098万吨，同
比下降 5.1%。 （综合）

1-2月原煤产量前十名企业公布
6家疫情期间产量增长

国家能源局发布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本报讯 3月 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月份全社

会用电量等数据。
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398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10.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3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9%；第二产业用电量 2523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14.6%；第三产业用电量 833亿千瓦
时，同比下降 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88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1%。

1-2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203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 7.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4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9%；第二产业用电量 6221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12%；第三产业用电量 1928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 3.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940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2.4%。 （综合）

本报讯 近日，陕煤建设洗选煤运营公司根据扶
贫对象精准提供岗位，与陕煤集团驻汉阴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站合力开展就业扶贫工作，力促贫困家庭
稳定就业、稳定增收。

陕煤建设洗选煤运营公司在陕煤集团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帮助下，积极推动就业扶
贫，针对就业扶贫的对象，提供 100个地面生产系统
低技能操作岗位。陕煤集团充分发挥驻村干部“调
查员”作用和扶贫信息平台“大数据”作用，全面摸排
评估，对招聘单位及岗位内容进行宣传，解答就业相
关问题，并组织帮扶对象报名参加面试。汉阴工作
站积极与汉阴县人社局沟通合作，借助汉阴县网络
招聘平台及村镇级政府公告等媒介，让求职者足不
出户就能及时、便捷地获取招聘信息。

据悉，在收到 20余人的面试报名后，陕煤建设洗
选煤运营公司第一时间赶到汉阴县组织现场招聘，
为应聘人员分发企业简介，对施工现场、岗位要求等
进行解读，并对招聘相关问题作了详尽解答。为落
实疫情期间务工及岗位健康要求，洗选煤运营公司
对务工人员在汉阴县当地组织职业健康及新冠肺炎
排查体检。该公司以政府有序输出、企业专车接送
等方式，联系汉阴当地运输部门，开展“点对点”定制
化包车服务，保障将务工人员安全送至神木施工地
点，第一时间打通陕南、陕北的务工通道。（王雪琛）

陕煤建设洗选煤运营公司开展就业扶贫

3 月 25 日，在渭化公司乙二醇项目工地，从全国
各地陆续返回的 1900 名复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追
赶受疫情影响的工期。为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实
现锅炉 5 月 30 日顺利点火，渭化公司召开了 5·30 锅
炉点火誓师大会。 李晓锋 摄

本报讯 近日，松软厚煤层综采放
顶煤工作面超前超高支护技术研究项
目在韩城矿业公司桑树坪二号井试验
获得成功。该支架最大支护高度 6.2
米，超前、端头支架互为支点迈步前移，
经过 6个月的井下现场试验，支护强度
大，安全性能好，工作面每班减少 4人，
每米成本减少 3000余元，提高了采面推
进速度，实现了安全、经济、高效目标。

韩城矿业公司北区三矿主采煤层
是 3#煤层，过去采用沿底掘进、沿底回采，
采煤工艺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因其煤
层赋存厚度在 5米至 7米之间，且煤层松
软破碎，受动压影响巷道变形量大，采用
金属支架支护形式，巷道掘进单进只有
150米，且灾害治理没有时间和空间。

近年来，经过技术改进，工作面顺

槽采用沿顶掘进、沿底回采后，虽然单
进水平大大提高，但工作面端头超前巷
道高度达 7米以上，顶板采用“单体+木
垛接顶”支护形式，高度达 4米以上，多
人高空作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严重
影响采面正常接续。

针对以上问题，韩城矿业公司与
陕煤技术研究院、沈阳天安科技公司
进行科研攻关，共同合作研究超前超
高支架技术。该项目的试验成功，形
成了在松软煤层条件下，综采放顶煤
超前超高支护技术的应用范例，解决
了韩城矿业公司北区三矿采面顺槽超
前超高支护难题，为相似条件下的工
作面超前超高支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和应用基础，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刘长岳 程仙芳 刘伟）

超前超高支护技术研究项目
在桑树坪矿二号井试验成功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49.7
2020 年 4 月 3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为

149.7点，较上期下跌2.5点，同比下跌18.4点；对应
陕西煤炭综合价格392元/吨，环比下跌7元/吨，同
比下跌48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煤指数148.4
点，较上期下跌2.7点；配焦精煤指数205.1点，较上
期下跌 1.2 点；块煤指数 123.9 点，较上期下跌 1.3
点。分区域：榆林指数144.5点，较上期下跌1.2点；
延安指数 177.1 点，较上期下跌 4.1 点；咸阳指数
162.2点，较上期下跌1.6点；关中指数139.2点，较
上期下跌8.0点。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