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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

本报讯 11月2日，陕煤集团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会议。集团公司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机关各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和 10 月 30 日召开的陕西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充分肯定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小康取得的决定性成
就，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深刻指明了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目标任
务、战略举措，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
人民继续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就陕煤集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了安排部署。一是抓好

全会精神学习贯彻，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用好网站、报刊、新媒
体等各类宣传渠道全方位、广覆盖宣传，让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广为人知、深入人
心。二是抓好集团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紧扣

“五项要求”“五个扎实”工作要求，把实现集
团今年的各项任务目标，作为统筹学习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的根本，紧扣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新要求，紧密联系企业实际，紧密
联系工作实际，坚持在学习中深入思考，在学

习中深化实践，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思
路，转化为工作举措，找准集团发展思路与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目标任务的结合点，推动
集团实现新发展，圆满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
目标。三是紧扣全会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
抓好集团“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
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认真做好巡视整改相关工作，
深化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集
团公司管党治党水平。 （王超 杨静）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晚，陕煤集团
2020年度“最美员工”颁奖晚会在榆北
煤业小保当公司举行。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尤西蒂，集团公司党委委
员、工会主席李向东，集团公司董事、
党委工作部（组织部）部长王俐俐，集
团公司总政工师、党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永刚出席颁奖晚
会，集团公司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各
单位党政工领导、干部职工代表等 700
余人现场观看盛会，网络直播平台点击
量达350万人次。

聚焦最美员工，弘扬奋斗精神。晚
会上，与会领导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自强自立五类 10
位陕煤集团 2020 年度“最美员工”颁
奖。他们有几十年如一日的“专心致
志，以事其业”的敬业奉献最美员工，来
自榆北煤业在掘进战线上带领班组人
员连创掘进单班进尺纪录的王志诚；来
自陕建机股份将汗水洒在数十座地标
式超高层建筑，穿梭在港珠澳大桥建设
工地的汪许林；来自彬长矿业扎根汉阴
六载，带领群众走上富裕路的“第一书
记”王宏宇。他们有助人为乐最美员

工，来自澄合矿业昔日的技术状元，今
天的助残典型朱学明；来自陕焦公司持
续九年倾情帮扶三名精神病患者，放弃
休假赶赴疫情防控一线的党晓春。有
见义勇为最美员工，来自陕钢集团两年
拯救两个年轻生命，用无畏谱写了一曲
英雄礼赞的马涛。有尊老至孝，用人间
亲情诠释生活真谛的孝老爱亲最美员
工，来自榆林化学不离不弃照顾老人，
慷慨无私捐赠骨髓的王治英；来自蒲白
矿业十三年如一日，照顾患有罕见疾病
妻子的刘君义。他们有不怨天尤人，来
自陕北矿业用顽强的拼搏改变家庭命
运，用勤劳的奋斗赢得荣誉的庞宝鹏；
来自陕钢集团顶住一个个接踵而来的
灾祸，用柔弱肩膀扛起大爱，用毅力信
念挑战命运的王丽。他们是 12万陕煤
人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用平凡的事迹诠
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他们用
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
们用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者精神
书写了“最美员工”的最美人生。

榆北煤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肖
绪才在晚会上致辞，向获得表彰的10名
最美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向陕煤集团

各部门和兄弟单位长期以来的大力支
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晚会上，陕煤集团所属单位选送的
节目精彩纷呈，欢快的序曲《中国·幸福
路上舞起来》为晚会拉开帷幕，歌伴舞
《第一书记》、舞台剧《奉献》、情景舞蹈
《地心拨“疫”》、音乐快板《璀璨的光荣
榜》、歌舞组合《陕煤英雄》《行鼓行》、情
景剧《向陕煤报到》等，为观众们奉上了
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文化盛宴，赢得台
下阵阵掌声。晚会在大合唱《再一次出
发》《从三秦走向世界》中圆满落幕。

此次颁奖晚会的举办，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宣传敬业
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自
强自立及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作出
积极贡献的优秀员工，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和带动作用，让文明风尚成为广大
干部职工的内在底蕴和良好品质，为陕
煤集团改革发展、追赶超越提供不竭动
力和强大道德支撑，奋力开创陕煤集团
争做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局面。

（钱锴 姚媛 杜鹏 李小龙 张科）

陕煤集团举办年度“最美员工”颁奖晚会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
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披露，2019年，
全国地质勘查投资 993.4亿元，其中油气地质勘查投
资 821.29 亿元，增长 29%；非油气地质勘查投资
172.11亿元，下降 0.9%。全国新发现矿产地 79处，其
中大中型 55处。截至 2019年底，天然气、锰、铝土等
34种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增长。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4.1%，10种有色金属、黄金、水泥等产量和消费
量继续居世界首位。

2019年，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1.2亿吨，其中新
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1.6亿吨。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 7644.2 亿立方米，其中新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1838.4 亿立方米。煤炭新增300.1亿吨，较上年明显下
降。主要金属矿产中，锰矿、铜矿、铅矿、锌矿、钨矿、钼
矿、银矿等新增明显，铁矿、镍矿、锡矿、金矿明显下
降。非金属矿产中，磷矿、石墨明显增长。 （钟经）

2019年全国新增煤炭探明可采储量300.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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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0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为
164.2点，较上期上涨 0.8 点，同比上涨 5.9 点；对
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 430 元/吨，较上期上涨 2
元/吨，同比上涨 16 元/吨。其中分品种：动力
煤指数 164.5 点，较上期上涨 0.9 点；配焦精煤
指数 202.7 点，与上期持平；块煤指数 137.8 点，
较上期上涨 0.8 点。分区域：榆林指数 159.5
点，较上期下跌 0.3 点；延安指数 186.3 点，较上
期下跌 0.7 点；咸阳指数 178.0 点，较上期上涨
3.9 点；关中指数 154.3 点，较上期上涨5点。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64.2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消息称，2020年1—
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4.23万亿元，
同比下降1.5%。采矿业实现营业务收入27529.8亿元，
同比下降10.6%。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务
收入14149.2亿元，同比下降12%。

2020年 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43665.0 亿元，同比下降 2.4%（按可比口径计
算），降幅比 1-8月份收窄 2.0个百分点。采矿业实现
利润总额 2674.3亿元，同比下降 37.2%。其中，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1544亿元，同比下降30.1%。

此外，2020年 1-9月，采矿业营业成本 20423.8亿
元，同比下降5.9%。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成本
10076.2亿元，同比下降9.5%。 （钟经）

1-9月煤炭采选业实现利润1544亿元

本报讯 10月 30日，陕煤集团召开干部
监督工作座谈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尤西蒂出席会议并讲话，集团公司董事、
党委工作部（组织部）部长王俐俐主持会
议。所属各单位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组织
人事部门负责人、具体负责干部监督工作的
工作人员9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俐俐从制定的背景意义、监督对
象、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纪律要求等方面，对陕
煤集团《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中层管理人员进
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办法》和《组织人事
部门举报受理查核工作实施办法》进行了详细
解读和说明，并要求各单位要认真学习，结合工

作实际，严格抓好执行落实。
就如何做好陕煤集团干部监督工作，尤

西蒂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切实担当起组织人
事部门干部监督的重要使命。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
监督干部的新理念、新思想，深刻理解精神实
质、全面把握核心要义，不断增强做好干部监
督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切实履
行好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的工作职责。着
力发挥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优势和干部工作
优势，切实发挥好干部监督工作在干部队伍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国有企业干部
队伍建设。三是切实提高组织人事部门干

部监督工作实效。通过聚焦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监督、选人用人监督两大主业，狠抓
干部日常管理监督、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
风、净化干事创业环境三大任务，全面系统
地加强干部监督工作。

近年来，面对干部监督工作的新形势和
新要求，陕煤集团通过立足长远建章立制，紧
盯问题狠抓落实，不断健全完善干部监督工作
体系。2019年底，在系统梳理中央、省委一系
列干部管理监督相关党内法规条例和制度办
法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出台了《干部
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系统阐述了“为何监
督、监督谁、谁来监督、监督什么、怎么监督、监

督责任落实”六个方面内容，为集团公司各级
组织人事部门开展干部监督工作提供了基本
遵循。在此基础上，此次又专门出台关于提
醒函询诫勉和举报受理查核的实施办法，明
确工作抓手、规范流程表单，真正让干部监
督工作严起来、细起来、实起来。下一步，还
将在干部监督工作信息沟通机制、考核监督
机制、监督结果运用机制方面探索制定精准
科学、务实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形成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干部监督工作
体系，通过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营造风清
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张奔）

担当重要使命 切实履行职责 提高工作实效

陕煤集团召开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10 月 29 日，第七
届全国煤炭行业优秀新闻工
作者表彰大会在神东煤炭集
团隆重举行。陕煤集团 5 位
新闻宣传干部参加会议并在
会上受到表彰。

本次大会由中国煤炭记协
主办，神东煤炭集团承办。会
上，宣读了《中国煤炭记协表
彰第七届全国煤炭行业优秀新
闻工作者决定》，为媒体管理
类、报纸类、电视类、网站类、
新媒体类等 5 类 92 位“全国煤
炭行业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发
荣誉证书和奖杯。陕煤集团
蒲白矿业公司党委宣传部惠
劳武、陕煤集团宣传部（新闻中
心）徐宝平获得媒体管理类，蒲
白矿业公司报社张莉获得报纸
类，蒲白矿业公司电视台董媛
媛、韩城矿业公司电视台程仙
芳获得电视类“全国煤炭行业
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

会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新闻传媒中心、神东煤炭集团
新闻中心等单位代表围绕新
闻宣传、媒体融合建设等作了
经验交流。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政策研究部主任郭中华作

《当前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形势》专题讲座。
会议同时还举办了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

现场推进会，与会人员参观了神东煤炭集团新
闻中心，与神东新闻宣传工作者进行了深入交
流，随后到神东生态示范基地和下属煤矿进行
了参观。 （徐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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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30日，由中国电
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陕煤集团绿色智慧综合能源服
务规划》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来
自清华大学、西安交大等有关科
研院所和企业的专家学者，陕煤
集团各有关部门、各板块公司、长
安电力公司和编制单位的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此次评审会，共同为
该规划把脉建言。

评审会上，专家组成员一致
认为，该规划符合国家相关能源
政策导向，报告结构完整、重点
突出，符合陕煤集团的发展转型
需要，同意通过审查。专家组还
对规划的产业定位，综合能源服
务平台的建设目标和路径，相关
试点项目的优化完善等内容提出
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据悉，该规划是以陕煤集团
构建世界一流能源企业为宗旨，
打造绿色智慧综合能源服务供
应商为目标，顺应国家电力体制
改革进程，以增量配电业务为核
心，推进“源网荷储”“风光水火
储”两个一体化项目、绿色智慧
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建设，开展集
团能源互联网体系建设，打造西
北地区最大、国内一流，并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综合
能源服务供应企业。 （张二强 梁新星）

本报讯 10 月 29 日，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管理创新实践与研究交流评比暨对
标管理总结会顺利召开。陕西煤业与所属 8
家矿业公司、煤层气公司、各矿井有关领导、企
管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业务人员共 150余人参
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深化对标管理，创建一流企业”
管理创新实践与研究主题，陕西煤业与 8 家矿
业公司以 PPT 展示与主讲人汇报相结合的形
式，交流了各单位在对标管理和争创一流方面
的创新思维与优秀实践。10 位评委从成果内
容、创新思维、PPT展示、综合评价等四个方面
进行现场评分。经过评选，陕北矿业围绕一流
企业对标管理工作体系构建与实施的交流获得
现场综合评价最高分，夺得一等奖。

据悉，本次交流评比活动从今年 5 月份开
始，参加现场交流评比的成果是陕西煤业由最
初参与的 48 家单位形成的成果中，经内部评
审、择优推荐产生。活动旨在搭建创新交流平
台，营造创新管理氛围，发掘优秀管理实践，并
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持续推动陕西煤业创新
管理水平提升。会议还对 2020年度管理创新实
践与研究交流评比获奖成果、最佳实践优秀组
织单位进行了现场表彰颁奖。 （陈艺玮 王肖）

陕西煤业召开2020年管理创新实践
与研究交流评比暨对标管理总结会

10月22日至26日，在第27届中国杨凌农业
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上，陕西省委组织部举办了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成果展，北元化工公司驻汉阴
县双河口镇梨树河村第一书记贺磊代表陕煤集
团，带着汉阴开发的部分特色产业项目和扶贫产
品进行了展示推介和直播销售。 陈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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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北矿业红柳林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推动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号召，先后投入 2000 余万
元，对原有洗选煤系统进行改造升级，
实现了管理智能化、生产可视化、控制
远程化、信息共享化、作业无人化、安全

标准化、效益最大化。
据悉，该厂通过安装智能视频分析

系统、机电设备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智
能巡检机器人等，实现了对所有重要岗
位的视频监控全覆盖。在精细化管理
方面，开发了生产调度管理系统、煤质

管理系统等，实现了各业务数据的实
时更新和在线共享，提高了选煤厂的
洗选效率，合理控制选煤厂运行期间
的各项能耗，原来需要 359 人，现在只
需要 190 人即可满足日常运行，运营成
本大幅降低。 （焦亮 齐胜利）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智能化洗煤厂投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