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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对标管理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11月 25日，煤炭行业对标管理工
作推进会暨行业标杆中心成立大会在陕西西
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围绕“对标一流，合作共赢”主题，分
析煤炭行业对标管理工作现状，探讨煤炭企业
对标管理工作经验，建立行业对标交流工作机
制，推进煤炭企业对标管理工作，促进煤炭企
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公司协办，陕西煤业股份公司承办。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解宏绪、孙守仁，陕西
省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李振东，陕西省煤炭协
会会长朱周岐，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尤西
蒂，陕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世斌，以及
煤炭企业相关领导和对标工作负责人、有关院
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

会上宣读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设立
煤炭行业标杆中心的通知》，解宏绪、孙守仁、
李振东、朱周岐和尤西蒂共同为煤炭行业标杆
中心揭牌。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对
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要求，发挥行业协
会连接纽带作用，帮助煤炭企业解决寻标难、
学标难的瓶颈问题，助力煤炭行业打造世界一
流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决定与陕煤集团共

建并设立“煤炭行业标杆
中心”（简称“行业标杆中
心”），陕西煤业股份公司
负责具体承建工作。行业
标杆中心作为协会的二级
机构，包括建立行业标杆
评价标准体系、帮助企业
找准学习标杆路径、打造
行业对标管理范式等六个
方面的主要职责。

解宏绪在会上讲话中
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对于指
导我们进一步做好对标管
理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建
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现实意义。他指出，要
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实质，准确把握煤炭工业

“十四五”发展的新要求；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要求，准确把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
重要意义。在分析了当前国家能源集团、中煤
能源集团、陕煤集团等煤炭企业对标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后，他提出

了下一步推进行业对标管理的工作思路，包括
做好中央煤炭企业与世界一流煤炭企业的比
较研究课题；建立煤炭行业对标工作机制；搭
建行业对标平台，建立煤炭行业标杆中心；鼓
励对标管理创新成果申报全国煤炭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奖活
动；安排煤炭企业管理大
讲坛举办对标管理线上、
线下专题报告会等。他强
调，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
进一步做好煤炭行业对标
管理工作，希望煤炭企业
携起手来，落实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方案，深入开展
对标提升行动，共商、共
建、共享，推动煤炭行业对
标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李振东、尤西蒂分别
在会上致辞。交流发言
中，王世斌在会上作了题
为《聚焦关键要素，对标世
界一流，全面助推陕煤集

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交流发言。国家能源集
团、中煤能源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 3家单位也
作了对标工作经验现场交流。

据悉，陕煤集团的对标管理工作起步于
2012年。近十年来，陕煤集团积极探索对标管

理与企业效益提升、管理优化及战略支撑的切
入点和契合点，构建了集团总部高起点考核引
领，板块公司高标准深化推进，生产经营企业全
方位对标找差距的上下贯通而又全面覆盖的三
级对标架构，形成了一批具有可操作性和可
复制性的对标管理经验和创新成果。今年，
陕煤集团结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创建世界一
流示范企业和开展对标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
总体部署和要求，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为总要求，以提高集团公司整体竞争力
和关键核心能力为聚焦点，围绕世界一流企
业核心特质和“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
范”特征，构建了具有陕煤特色的“三层九类”
18个指标的对标管理体系，使对标管理逐渐成
为促进陕煤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提升的有
力抓手。通过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特质标准，
锻长板、补短板，不断推动改革走实走深，提
升改革综合成效，持续加强集团公司管理体
系、管理能力和竞争力建设，进一步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效率效益、增强企业竞争
力，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集
团公司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
风险能力，将集团公司打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 （徐宝平 苏普 汪琳）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与陕煤集团共建的煤炭行业标杆中心揭牌

全国煤矿快速掘进现场交流会在陕西榆林召开
本报讯 11月 26日，由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陕西省煤炭
工业协会主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陕
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煤
矿快速掘进现场交流会在陕西榆林举办。

原煤炭部副部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名誉会长王显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行业安全基础管理指导司司长孙庆国，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孙守仁，陕煤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陕西
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高红斌，陕西省
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何备战，榆林市
副市长张胜利，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会
长朱周岐，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理事
长杨树勇，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红普、王
双明、王国法，陕西省能源局副局长问
永忠，陕煤集团副总经理王世斌等领导
出席本次现场交流会。来自各级煤炭
行业管理部门、煤炭行业协会，各相关
企业负责人及媒体代表共 500 余人参
加会议。会议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
业协调部副主任铁旭初主持。

严广劳在会上致辞，他代表陕煤集
团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长期以来
给予陕煤集团支持和关心的专家学者
和企业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陕
煤集团围绕建设智能矿井、智慧矿区、
一流企业的目标，坚持以“四化”建设为
主线，按照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的思
路，大力推动煤矿采掘智能化、现场作
业自动化、固定设施无人化和运营管理
数字化工作进程，构建了煤矿产供销

“三网一平台”智慧管理体系，成功研发
了全国首套智能化掘进机器人系统，相
继建成了一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和智

能化快速掘进工作面，基本上破解了煤
炭行业采掘失衡的技术难题，形成了可
复制易操作的陕煤方案。下一步，陕煤
集团将一如既往地在煤炭产业发展上
寻求突破，加大煤矿智能化建设力度，
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为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张胜利代表榆林市委、市政府对与
会领导和全体参会人员表示欢迎。他
在致辞中表示，榆林市政府将按照《榆林
市煤矿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在筑
牢安全、环保两条底线的前提下，按计划
逐步推进煤炭行业“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无人化”建设，积极探索传统煤炭
行业智能化转型创新模式，为煤炭行业
实现安全、高效、智能、清洁、创新、融合
发展开辟新路径，加快榆林迈向“现代化
资源型领航城市”步伐。

孙庆国在讲话中表示，一直以来，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采取各种措施推进
煤矿智能化建设，努力使煤矿这个传统
的、高危的行业，在安全上更有保障，在
效率上再有提高。煤矿智能化建设呈
现出了加速发展、高端发展、全面发展、
融合发展和常态化应用的现状。特别
是陕煤集团近年来，勇于创新，不断探
索和实践，在陕北和彬长地区推进掘进
智能化建设，取得了成功，为煤矿智能
化全面发展消除了瓶颈，破除了障碍。
他希望与会人员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学
习交流，共同启发借鉴，共同推动掘进
智能化建设迈上更高水平。他指出，面
向“十四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将继
续加大包括掘进智能化在内的煤矿智
能化建设和煤矿机器人研发应用工作，
推动煤矿高质量发展，提升广大矿工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根本好转。

孙守仁以《解放思想、开放创新，全
面构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煤矿
掘进新体系》为题，作了主旨报告。报告
回顾了煤炭行业掘进发展成就和经验，
分析了问题，并针对“十四五”时期如何
打造现代化煤矿掘进新体系畅谈了思
考。他阐述了掘进工作的重要性，深入
分析了掘进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短板，提
出未来要建立坚持安全掘进，增强安全
保障能力；坚持高效掘进，全面提升掘
进效率；坚持绿色掘进，建设美丽矿山；
坚持智能掘进，建设智能化煤矿的现代
化煤矿掘进体系。通过不断解放思想，
坚持矿工至上，推动开放创新，加快装备
升级，促进管理提升，优化系统设计，进
一步提升煤矿掘进的科学化水平。在展
望煤矿掘进前景时，他表示，要以此次快
速掘进现场会为契机，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坚持自主创新的核心地位，加快形成
以国内煤炭市场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积极构
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煤矿
掘进新体系，全力打造安全可靠、系统优
化、装备先进、管理科学、绿色低碳、智能
快速的掘进新局面，进一步提升煤矿掘
进科学化水平，努力为支撑“十四五”煤
炭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王显政在总结讲话中表示，陕煤集
团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改革
发展提供了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也是煤
炭行业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结合当前
煤炭工业发展形势和“十四五”发展趋
势，他阐述了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煤炭行业发展

要坚持朝着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方向迈进，从理念上重视快掘工作，
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加大快掘科技研发
投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
精心打造特色企业文化软实力，为企业
谋发展，为员工谋福利，要从保护员工职
业健康的角度出发，加强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强化煤矿粉尘治理，为职工提供良
好的作业环境，保障员工身体健康。要
以煤炭安全绿色智能化开采和清洁高效
利用为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煤炭行业转
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探索新的
思路、方法和途径，促进煤炭行业发展模
式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实现煤
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发展。要
抓好煤炭能源兜底保障，保持煤炭基础
能源的地位不动摇，以创新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从开采到加工、利用，全产业链
都要实现绿色清洁。

会上，榆北煤业公司总经理石增武
作了题为《理念先行、科技引领，装备提
升、智能升级，全力创新煤矿智能化快掘
新技术》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榆北煤业公
司快速掘进工作经验做法。康红普等与
会专家分别就煤矿掘进工作进行了主题
报告。报告内容既有各自领域的研究成
果、设计理念和管理经验，也融合了创新
实践和思考，明确了当前发展形势下，煤
矿快速掘进工作的创新方向和前沿理念。

会前，与会代表和嘉宾在会场展厅现
场参观了全国各大煤矿企业智能化快速
掘进技术发展成果展。

会后，与会代表和嘉宾来到榆北小保
当矿业公司、榆北曹家滩矿业公司，现场
参观了煤矿智能化快速掘进技术发展成
果展。 （姚媛 杜鹏）

本报讯 11月 24日，2019年度中国煤炭
新闻奖获奖作品公布，获奖作品一共有 322
件，其中：报纸类 98 件、电视类 67 件、网络
类 38 件、综合类 63 件、媒体融合类 56 件。

一年一度的中国煤炭新闻奖，是中国
煤炭行业新闻作品的最高奖，由中国煤炭
记协主办，全国煤炭系统新闻媒体共同参
与评选，每年评选一次。陕煤集团选送的
17 件新闻作品榜上有名。其中，一等奖 5
件、二等奖 3件、三等奖 9件。 （吴斌）

2019年度中国煤炭新闻奖获奖作品公布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到彬长矿区调研

本报讯 近日，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煤炭工
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调研组，到彬长矿区调
研瓦斯治理、煤矿智能化建设情况。

在小庄矿调度指挥中心，调研组详细了
解了该矿生产运行、安全管理、智能化建设
工作情况，现场观摩了该矿 40309 智能化工
作面“一键启动”功能展示，查看了入井人员
精准定位系统。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彬长矿业、小
庄矿、陕西煤业分别汇报了瓦斯治理、四化
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充分肯定陕
煤集团、彬长矿业在煤矿瓦斯治理和综合利
用、智能化煤矿建设方面作出的探索实践和
取得的显著成效。 （弯桂清 白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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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7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为170.4点，较
上期上涨0.7点，同比上涨14.2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格446
元/吨，较上期上涨2元/吨，同比上涨37元/吨。其中分品种：
动力煤指数169.8点，较上期上涨0.5点；配焦精煤指数215.2
点，与上期持平；块煤指数146.7点，较上期上涨1.6点。分区
域：榆林指数 166.1 点，较上期上涨 0.7 点；延安指数 190.5
点，较上期上涨0.9点；咸阳指数179.7点，与上期持平；关中指
数162.6点，较上期上涨0.9点。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70.4

本报讯 11 月 23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
书记、会长梁嘉琨带领协会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一行来到陕煤集团，为陕煤集团颁发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特别贡献奖”，并进行了座谈。协会
副会长解宏绪、刘峰、王虹桥、孙守仁，纪委书记
张宏等出席会议。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照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等集团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座谈会。

梁嘉琨在讲话中首先就陕煤集团对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陕煤
集团近年来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不
仅是陕煤集团的成绩，也是煤炭行业的发展成
绩。在听取了陕煤集团的工作汇报后，梁嘉琨对
陕煤集团提出的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的目标给予充分肯定，并对陕煤集团下一
步工作进行了指导。梁嘉琨表示，煤炭工业协会
的初心是为煤矿工人谋幸福，使命是为煤炭行业
高质量发展作贡献，今后协会将继续为煤炭企业
反映诉求，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协会有优势、有自
信为煤炭行业和基层企业做好服务。

杨照乾首先对梁嘉琨会长一行到陕煤集团指
导工作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直以来
对陕煤集团的关心、帮助和授予陕煤集团“特别贡
献奖”表示衷心感谢。杨照乾表示，陕煤将以此次
座谈会为契机，在协会的指导下，不断深化改革，
不断加大产业转型，不断实践和丰富、提升煤炭行
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作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会
员企业，陕煤集团将以本企业“十四五”发展目标
的实现为煤炭行业争光，为煤炭职工谋幸福。杨
照乾还向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行介绍了陕煤集团

“十四五”期间的“16555”发展目标。
严广劳对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申报中国工业大奖、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建
设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严广劳表示，协会在今年交给陕煤集团承办
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两化深度融合推进
现场会的基础上，又将行业标杆中心交由陕煤承
办，并在陕煤召开煤炭行业对标管理工作和快速
掘进现场推进会，这是协会对陕煤的信任和重
视，陕煤将不负重托，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单位
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推动陕煤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取得新发展。严广劳还介绍了陕煤集团今
年以来的工作情况以及“十四五”规划编制情况。

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朱周岐，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陕煤集团规划发展
部、人力资源部、财务资产部、综合部、工会、企管
部、宣传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梁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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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晚，陕焦化工公司建成投产 50 年职工文艺
晚会激情上演。

据悉，这是该公司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晚会，为
企业建成投产 50 周年献上的一份精神“大餐”。该场文艺
晚会的主题是“风雨 50 年，我们一起走过”，其节目分为序
曲、奠基、筑梦、远航与尾声五个章节，飞扬的歌声，吟唱着
难忘的岁月；激昂的旋律，演绎着时代的华章；欢笑的容
颜，绽放着崭新的希望。在阵阵热烈掌声中，与会来宾和

职工一起追忆 50 年热血沸腾的流金岁月，共同畅想光明
美好的未来，特别是在奠基陕焦金句“没有昨天的九死一
生、今天的咬牙坚持，哪来明天的伟大，当你伟大，世界都
会为你崇高”引发全场观众共鸣。

据该公司董事长姚继峰介绍，该公司从1970年建厂投产
至今，50年峥嵘岁月，50年艰苦创业，50年顽强拼搏，50年砥砺
奋进，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陕焦积淀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孕育了具有陕焦特色的企业文化。 本报记者 胡建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