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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乾会见新疆国投总经理郑东一行

本报讯 11月 8日，陕煤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照乾会见来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新疆国投”）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郑东一
行，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郑东介绍了新疆国投的基本情况和产业
发展状况。他表示，新疆国投是新疆自治区
一类国有企业，为积极把握“三基地一通
道”建设机遇，促进新疆自治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疆国投依托哈密三塘湖煤炭
资源优势，于“十四五”期间大力发展煤炭、
煤电和煤化工项目，加快推进哈密三塘湖
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十四五”新疆国投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特别需要与陕煤集
团这样的大企业来合作，依托陕煤集团在
运营管理、科技人才、煤炭开采、装备制造、
煤炭转化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双方的优势
互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杨照乾对新疆国投一行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从陕煤集团的发展历程、产业板块、发
展战略、经营现状等方面介绍了企业基本情

况。杨照乾指出，陕煤是一家资源优势非
常突出的企业、一家注重科技创新的企业、
一家产融结合的企业、一家开放合作的企
业。陕西与新疆同属煤炭资源富集区，双
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陕煤愿与新疆国
投在煤炭开发、煤炭转化、新能源等方面展
开深度合作，共同为新疆尽快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贡献力量。

双方还就煤炭开发、煤炭转化、投融资方
式、合作模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陕煤集团总经理助理、新疆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刘建设主持座谈会。陕煤集团
总经济师、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杜平，集团战
略规划部、企业管理部、新疆公司等相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汪琳）

本报讯 11月4日，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严广劳深入榆林化学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
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建设现场调研指导工作。

在项目现场，严广劳实地察看了职工食
堂、宿舍投运现状，详细了解了景观设计、宿
舍标准、职工入住、出行保障等情况，并就后
期生活区各类设施配备进行了指导。随后，
严广劳先后来到安全体验馆和空分热电项目
部，“零距离”感受了电动安全带、安全帽撞
击、搬运重物及VR虚拟设施体验等项目，了
解了项目部标准化建设推进情况。

座谈会上，榆林化学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宋世杰等就项目规划发展和建设进展进
行了汇报，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就项目部标准
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重点汇报。

听取汇报后，严广劳对榆林化学公司安
全管理、项目部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他指出，榆林化学高度重视安全培训
和安全管理工作，将安全科普教育和现代电子
科技手段相互关联、有效融合，明确了安全培
训目标，丰富了安全培训形式，通过沉浸式的
互动体验方式，增强了安全体验的真实感和安
全知识的趣味性，使员工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
得到了有效提高，切实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
他要求，榆林化学要始终坚持从严管理，扎实
推进项目部标准化建设工作，树立超前意识，
秉持“标准就是质量、标准就是安全、标准就是
进度、标准就是效益”的标准理念，从驻地建
设、安全标识、资料文档及现场管理等方面实
行标准化管理全覆盖，明确决策程序、办事流
程和纪律要求，推动项目管理规范化、科学
化、标准化，打造本质安全型示范项目。

座谈会结束后，严广劳还来到工程调度
指挥中心，实地察看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郭文静 杜丽华）

生态水泥公司开展消防知识培训生态水泥公司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吕建吕建 摄摄榆北小保当公司培训员工正确使用灭火器榆北小保当公司培训员工正确使用灭火器。。 李小龙李小龙 摄摄

在“119消防宣传日”即将来临之际，陕煤集团所
属各单位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培训和火灾事故应

急演练，进一步加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员
工的火灾逃生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中亚能源中大石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中亚能源中大石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解世峰解世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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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
2020年 1-9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完成
19.9亿吨，同比增加 1840.9万吨，增长 0.9%；营业收入
（含非煤）为26297.0亿元，同比下降1.5%；利润总额（含
非煤）为929.6亿元，同比下降25.0%。

排名前 10 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13.1 亿吨，同
比增加 3077.8 万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
46.9%。其中，8 家企业产量增加，合计增产 4587 万
吨；2家产量下降，合计减产 1510万吨。具体情况为：
国家能源集团 39208万吨，同比增长 1.3%；中煤集团
16540万吨，同比增长 4.2%；陕煤集团 14223万吨，同
比增长 9.5%；同煤集团 13608万吨，同比增长 4.5%；兖
矿集团 11891 万吨，同比增长 1.6%；山西焦煤集团
7990万吨，同比增长 2.1%；晋能集团 7785万吨，同比
增长 13.2%；山东能源集团 7663 万吨，同比下降
13.0%；潞安集团 6465万吨，同比增长 5.3%；国家电投
集团 5801万吨，同比下降5.9%。 （钟经）

1-9月直报大型煤企原煤产量增长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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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6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
数为165.8点，较上期上涨1.6点，同比上涨8.5
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34元/吨，较上期
上涨4元/吨，同比上涨22元/吨。其中分品
种：动力煤指数166.5点，较上期上涨2点；配
焦精煤指数208.6点，较上期上涨5.9点；块煤
指数138点，较上期上涨0.2点。分区域：榆林
指数 161 点，较上期上涨 1.5 点；延安指数
187.9点，较上期上涨1.6点；咸阳指数178.7
点，较上期上涨0.7点；关中指数156.8点，较
上期上涨2.5点。（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65.8
本报讯 “蒲白用科技创新攻难关，以

担当精神显作为，双重保障形成了蒲白的
孤岛经验，为陕煤乃至全国煤炭行业同类
条件下孤岛面开采回采打造了新样本。”11
月 6日，在蒲白矿业公司新区两矿首个孤岛
工作面回采经验交流会上，陕煤集团副总
经理王世斌这样评价蒲白孤岛面生产工作。

来自陕西煤业、政府部门、煤炭高校和
蒲白矿业的领导嘉宾出席会议，畅谈蒲白建
新煤化公司 4206和建庄矿业公司 4209孤岛
工作面生产经验。

“蒲白孤岛经验是践行陕煤深化产研融合
要求的典范。”王世斌表示，“近年来，陕煤集团
积极与科研机构、知名高校开展产学研用深度
合作，重点对矿井精准地质探测、高效掘进、智
能开采、透明化矿井和煤矿机器人等开展重大

技术攻关，推动煤炭开采向优化系统，减头、减
面、减人员‘一优三减’转变，同时建立多个科
技研究中心，促进智能化建设和科技创新系统
化体系化，融入发展全过程，逐步形成技术研
发、推广应用、成果转化、示范引领的良性循
环，打造陕煤集团科技兴企的靓丽名片。

蒲白矿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显华表
示：“建新建庄两个孤岛面安全生产原煤 511
万吨，创效 72020万元，保证了蒲白近两年来
矿井生产接续正常，经营收益稳定。两年间，
科技创新汇聚的孤岛经验，担当作为凝结的孤
岛精神，为蒲白‘十四五’发展新蓝图蓄势赋
能。蒲白‘十四五’将锚定‘一中心两聚焦’的
发展新航标，强力推动煤炭主业智能化提速增
效，为老区精准扭亏，新旧动能腾挪发展空间，
让蒲白抵御风险能力更强，高质量发展更具活

力和韧性。”沈显华自信地补充说：“现在，‘孤
岛经验’成为了蒲白的新名片，‘孤岛精神’也
成为新时代蒲白人的价值共识。”

解决蒲白难题，提供行业样板。蒲白建
新 4206和建庄4209均为两矿投产以来的首个
孤岛工作面，尤其是4206更是陕煤首个大埋深、
厚煤层孤岛工作面，没有成熟经验借鉴，蒲白从
深化产研融合为突破口，联手煤炭高校超前谋划
开采方案，饱和式制定灾害治理措施，完成了

“孤岛工作面安全开采研究与治理”“孤岛工
作面采空区综合防灭火技术研究”两个科研
项目，形成了一套孤岛面开采技术标准和管
理办法，为彬黄矿区厚煤层孤岛面在强矿压
显现条件下的开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西安科技大学教授惠兴田是 4206孤岛面
专家组成员，他说：“在 4206回采中巷道底鼓

肆虐时期，我在井下看到了蒲白驻矿安监人
员、跟班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他们拧成一股
绳，着衣为甲、臂膀为梁，誓要拿下孤岛的精气
神让我十分感动。”

据悉，孤岛面开采期间，蒲白攻克了瓦斯
治理、采空区积水、防灭火、强矿压等技术难
关，回采中采取注浆锚索、长锚杆、高分子材
料注浆加固顶板等有效措施，确保了巷道支
护质量；创新应用工作面超前卸压、煤层
CO2炮爆破卸压、巷道深孔断顶卸压、走向切
顶卸压等新技术，克服了强矿压影响；采用
架棚、单元支架等方式超前支护巷道 300m，
保持了安全出口畅通。同时坚持超前疏放
采空区积水，建立航拍三维成像地面岩移观
测站，采用长距离供电供液设备技术，为顺利
回采装上“科技芯”。 （秦海 蔡成军）

科技担当双保障 “孤岛经验”树样板

蒲白矿业举办新区两矿首个孤岛工作面回采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11月 4 日，陕煤集
团在汉阴召开 2020 年驻汉省
属“两联一包”参扶单位第六
次联席会议。集团助力脱贫
办主任徐国强，汉阴县副县
长、陕煤助力汉阴脱贫攻坚
工作站支部书记、站长高海
军，汉阴县委组织部及县扶贫
局分管负责人，陕煤汉阴工作
站、各参扶单位驻村干部 30余
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县脱贫攻坚

“对标补短”工作推进会会议精
神，强调了战时纪律，安排了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事宜，解读了考
核工作注意事项。各驻村干部
汇报了 2020年工作完成情况和
2021年工作规划。

会议要求，一是把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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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落实全会精
神，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要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二是省考、国考在即，全体
扶贫干部要一鼓作气、一以贯
之、连续作战，不大意、不放松，
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做
好脱贫攻坚各项考核。三是进

一步完善防返贫机制，把脱贫攻坚工作做细做
实，进而全面提升帮扶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造
血功能。要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聚焦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序衔接。四是做好

“收口”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今年任务。同时，及
早谋划明年工作，要结合陕煤集团助力脱贫攻
坚统一部署、汉阴县域经济发展项目和村情实
际，认真做好扶贫项目的策划前期准备工作，为
做好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汉阴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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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4日，第二届“新
财富最佳上市公司”颁奖典礼在
厦门举办，陕西煤业凭借优异的
法人治理能力、良好的投资者关
系管理以及“公开、公平、公正”的
高质量信息披露，在 3461 家评选
样本企业以及 500 家初次入围名
单中脱颖而出，荣获“新财富最佳
上市公司”奖项。

能够获得该奖项，充分说明在
“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
敬畏投资者”的监管方向指导下，
陕西煤业的法人结构治理、重大风
险防控、社会责任履行、科技水平
提升、增加市场回馈等方面的突出
成就获得资本市场广泛认可。

据了解，“新财富最佳上市公
司”评选以 2017年 12月 31日以前
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 3461家
公司作为评选样本，以新财富与光
华-罗特曼研究中心联合制作的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数”
为基础，对A股上市公司声誉和信
息披露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寻找对
资本市场了解至深的分析师、机构
投资者和董秘公认最值得依赖的
好公司。评选首先从 3000多家企
业中筛选出包括500家企业的初选
入围名单，之后共同对入围公司展开尽职调查，包括通
讯调查、现场尽调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最终，评选出
50 家“新财富最佳上市公司”。 （姚蒙 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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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集团四支代表队在省第二届妇女运动会暨三秦妇女健身活动展示大赛上斩获三金一银
本报讯 10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由

省妇联、省体育局牵头组织的陕西省第
二届妇女运动会暨三秦妇女健身活动
展示大赛在合阳县奥体中心举行。经过
初赛，由 56名运动员组成的陕煤集团代
表团参加了本届妇女运动会的羽毛球、
乒乓球、太极拳、广场舞共 4个项目的比

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最终，陕煤
集团代表队取得羽毛球、太极拳、广场
舞三项冠军，乒乓球亚军的好成绩。

近年来，陕煤集团工会高度重视女
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始终把广大女职工
作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实现巾帼建功与权益维护同步推

进。此次活动旨在提升女职工幸福感、
获得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女职工关
注、参与全运的热情，展现了她们“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风采，为
第十四届全运会营造浓厚氛围，乐享
运动、崇尚健身俨然成为广大女职工的
新风尚、新追求。 （陈莉 陈岚英 王燕）

本报讯 海关总署1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0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1372.6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2568.5 万吨减少 1195.9 万吨，下降 46.56%；较 9 月份
的 1867.6万吨减少 495万吨，下降 26.5%。

2020 年 1-10 月份，我国共进口煤炭 25315.5 万
吨，同比下降 8.3%。 （钟经）

10月份我国进口煤炭1372.6万吨

日前，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南飞行区
场道改造工程项目已全部完工，陕建机股份生产制造
的 8 台系列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承担了全部项目摊铺
施工任务，其中 6 台摊铺机联机并铺，经过十余天昼
夜不间断连续施工，一次性完成该段主跑道施工，高
质量顺利完成全部摊铺任务。 张晋安 摄

本报讯 近日，由铁路物流集团靖神铁路
与中车集团联合研制的“陕煤号”机车智能驾
驶系统在靖神铁路孟家湾机车运用检修车间
开展静、动态试验。

根据《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智能铁路
建设重点工作推进计划》，靖神铁路积极推进智能
驾驶项目，与中车集团积极开展技术联络，2020年5
月完成方案设计与需求调研，并在新设计生产的

“陕煤号”机车上安装机车智能驾驶系统。该系统
可靠性与安全性达到SIL4级，具有安全冗余及故障
导向安全等控制功能。机车智能驾驶系统通过获
取机车监控防护信息，结合列车运行参数、机车牵
引制动特性，对列车牵引、制动进行自动化操纵。

机车智能驾驶的预期实施将有效控制列车
运行安全风险，极大减少机车乘务员劳动强
度、人为失误，切实提高列车安全正点率，高
效节约机车能耗，为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打造智能铁路、智慧物流的“双智”企业
提供了有力保障。 （杨峰 李铁兵）

靖神铁路“陕煤号”机车
智能驾驶系统开展试验

严广劳深入榆林化学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