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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根据从严从紧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精神，陕煤集团原定以现场方式召开
的二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年工作会，变更
为各单位就地书面形式召开。会议以文件
形式下发了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照乾在职代会暨工作会上的讲话和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题为《融入新格
局、铸就新实力，奋力开创世界一流企业建
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回顾集团
2020年及“十三五”时期的工作，分析研究
当前形势，安排部署 2021年的各项重点工
作，动员鼓励全体陕煤人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在

“十四五”的新征程上高标准开局、高质量
起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奋力谱写
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杨照乾在讲话中回顾了“十三五”集团
的发展历程，就未来长时期的陕煤发展，特
别是改革、发展和创新问题讲了几个方面
的意见。杨照乾指出，圆满收官的“十三
五”，陕煤在治亏创效中求生图强，在去杂
归核中聚焦主业，在结构调整中优势再造，
各项工作跨上了里程碑式的新台阶，表现
为：强身健体，增强御寒能力；产品优化，构
筑竞争优势；产业均衡，增强内循环弹性；
技融双驱，推动产业蝶变；人才支撑，厚植
发展后劲；民生改善，提升幸福指数；政治
清明，育化良好生态。五年来，集团资产总
额由 4371 亿元增长到 5900 亿元，增长
35%。销售收入由 1906亿元增长到 3400亿
元，增长 78%。利润总额从 5269万元猛增
到 173亿元，增长 328倍，累计上缴税金 936
亿元，较“十二五”期间增加 482亿元，增长
106%。“十三五”前四年，省国资委各年度
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和 2017 至 2019
年任期目标责任考核，陕煤均获得A级，在
全省开展的历次追赶超越点评中业绩和党
建均居于竞争类国企前茅，连续六年进入
世界 500强，位列最新榜单第 273位。

杨照乾指出，“十四五”，集团上下要深
刻洞悉能源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方兴
未艾的时代大势，凡事从坏处着眼、向好处
努力，在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洪流中
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面对当前和较

长时期复杂因素的空前交织和诸多不确定
性，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杨照乾从多
个维度进行分析研判，他指出，疫情对全球
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尤为重要；逆全球化
造成世界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熔断、
重构和耦合，延链补链强链成为首选；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参与大有作
为；资源环境日益成为一项“硬约束”，高
碳产业低碳发展才有出路；传统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为继，催生创新驱动等新发展动
能成为必然。新发展路子在哪里？杨照
乾指出，对于企业来讲，一是要更加聚焦
构建产业链优势；二是要更加聚焦突出创
新驱动；三是要更加聚焦激发整体活力。

杨照乾指出，面对“十四五”及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作为以传统产业起步的陕
煤，唯有改革求变，方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冲
刺世界一流，走向基业长青。一是向体制
要效率。对陕煤来说，改组放活最为重要
的关节点，就是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放活实体企业。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
的重要突破口，也是集团体制改革的着
力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
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
独特优势，也是陕煤“十三五”取得全面
进步的重要经验。二是向机制要活力。
要用考核定导向，以绩效论英雄，给奋进
者以厚薪。集团各级企业都要积极想办
法，探索适合自己企业的、形式多样的、
基于责任结果的考核激励机制。要坚决
对“等、靠、要”思想说不，力争形成全集
团考核激励“四面开花”的良好局面。三
是向创新要竞争力。企业有没有未来，
关键在于有没有创新。陕煤要提升持续
竞争力，也唯有创新，要促动基层改革热
情，改革中因企施策，通过改革防范风
险。四是向使命要驱动力。在陕煤这艘
航船驶向新发展征程的重要时刻，任何
人都不能松劲。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责无
旁贷、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继续以迎难而上、壮士
断腕的勇气和魄力，打好陕煤改革发展
攻坚战、总体战，使命为力，文化赋能，扎

扎实实做好每一篇为陕煤打基础、谋长
远的文章，“十四五”和今后时期的陕煤
持续迸发活力。这是我们所有新老陕煤
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杨照乾强调，陕煤已经历史性地迈上
了一个大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奋斗一个五
年，到 2025年，实现集团确立的“16555”高
质量目标；再奋斗十五年，到 2035 年，经
济规模跨上“万亿级”，世界 500强排名位
次迈上“1字头”。只要我们矢志不移，陕
煤三十而立之时，跻身世界一流的宏愿就
一定能实现，陕煤人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的新业绩。

严广劳在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陕煤集团上下
紧扣“六个聚焦”总体工作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和“三大变革”不放松，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改革发展，实现了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双胜利。全年煤炭产量 1.95亿吨，
同比增加 10%；化工产品产量 1870万吨，同
比增加 4.9%；粗钢产量 1320万吨，同比增
加 6%；水泥及砂石骨料产量 1200万吨，同
比增加 32.5%。实现营业收入 3400 亿元，
同比增长 12.4%；利润总额 173亿元，同比
增长 10.2%。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232亿元，
超额完成了省国资委下达的奋斗指标。

报告指出，2020年是集团奋力完成“十
三五”规划目标的收官之年，五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国资委和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集团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各项工作，
综合实力跨上新台阶，深化改革开创新
格局，创新发展实现新突破，协调发展取
得新成绩，绿色发展呈现新面貌，开放发
展拓出新空间，共享发展增添新福祉，党
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报告从“新发展格局、财政和货币政
策、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的短板和不
足”四个方面分析了集团面临的形式和
任务，并提出应对举措。报告同时明确
了 2021 年全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中省决策部署，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紧扣供给安全、智能发展、绿色提升大逻
辑，坚持稳中求进和“三大变革”不放松，
在产业链优化、供应链聚合、价值链延伸
中形成新生态，畅通大循环；在集中攻坚
产业数字化，坚持不懈数字产业化中构
建新模式，培育新优势；在锻长板树品
牌、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防风险中创建
新机制，实现新发展；在聚焦细分市场，
积极实施专精特新培育工程中拓展增长
极，助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在加强企业
党的建设、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人才战
略、注重激励与约束并重、加快安全绿色
发展、加大对标管理中着力推动集团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提升，奋力谱写陕煤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报告同时明确
了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00亿元，利润总额
整体实现 180 亿元，全年计划投资总额
275.78亿元，职工收入随经济效益和劳动
效率平稳增长等全年工作目标，在指标安
排中，贯穿了“跳起来摘桃子”的思想，坚
持了鼓励技术进步、开启结构重整、推进
改革攻坚三项原则，突出了存量提质、增
量放大、降本增效三大抓手。

报告通过“八紧扣、八着力”对全年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一是紧扣“三大变
革”，着力扩大供给端优势；二是紧扣成果
转化，着力加快科技创新；三是紧扣转型升
级，着力推进智能化建设；四是紧扣深化改
革，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五是紧扣补齐短
板，着力提升管理能效；六是紧扣以用为
本，着力厚植人力资本；七是紧扣“三条底
线”，着力保障安全绿色稳定发展；八是紧
扣发展主线，着力强化党的建设。

会议还下发了包括《陕煤集团“十四
五”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关于
二届四次职代会提案处理情况和二届五
次职代会提案征集情况的报告》《关于集
团公司劳动用工、工资及社保工作的报
告》《关于集团公司 2021年投资计划安排
的报告》《关于集团公司 2020年财务决算
和 2021年财务预算的报告》等资料，要求
各级单位做好学习和讨论。 （梁新星）

融入新格局 铸就新实力
奋力开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新局面
——陕煤集团以书面形式召开二届五次职代会暨2021年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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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2020
年 12 月 24 日，从陕
西省 2018- 2020 年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集体的命
名 表 彰 大 会 上 传
来喜讯，陕煤集团
所 属 渭 化 公 司 被
陕西省委、省政府
授予“省级文明单
位标兵”称号。同
时，集团所属蒲白
建庄矿业公司、蒲
白建新煤化公司、
陕 北 矿 业 韩 家 湾
煤炭公司、陕北矿
业张家峁公司、陕
钢汉中钢铁公司被
授予“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

近 年 来 ，陕 煤
集团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精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不断加强
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谱
写陕煤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动力。 （钱锴 吕国良）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国铁大佛寺站、彬
长矿业集团、运销彬长分公司、轮迪公司等
通力协作下，陕煤集团第一列自产自销矿

区直发的煤炭集装箱专列从大佛寺站驶
出，标志着陕煤集团煤炭运输方式的优化探
索迈出了新步伐。 李军 王涛 刘燕 摄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12 月 2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随着采暖季到来，动力煤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带
动煤炭行业利润加速修复，2020 年 11 月份当月利润同
比增长 9.1%，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继
2020年 10月份实现由负转正后稳步回升，2020年 1至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4%，增速比 1 至
10 月份加快 1.7 个百分点。11 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5%。

数据还显示，2020年 1至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1%，增速年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1
至 10月份为下降 0.6%。 （陈炜伟）

2020年11月煤炭行业利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行业信息

陕西与晋甘宁三省区建立区域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本报讯 为共同防控应对重大安全风险，提高应急救
援能力和效率，2020年 12月 29日，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与山
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应急管理厅在西安分别签订协议，建
立区域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据悉，协议签订后，陕西省将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省区的
合作机制，通过开展联合应急演练，查找跨区域应急救援中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高跨区域合作机制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共同维护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形势。

根据协议，陕西与晋甘宁三省区重点在应急管理理论
研究、科技开发、工作交流、应急救援、信息互通、平台建设、
共同应对灾害事故等方面开展合作与交流。同时，建立应
急联动工作会议制度、突发事件信息（包括监测预警和处置
信息）通报机制、应急资源综合协调机制和突发事件协同处
置机制，尤其对于涉及跨省的灾害事故，持续加强沟通联
系、协同应对，及时处置，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雷魏添）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从 2021年度全省国资系统工作会上传
来喜讯，陕煤集团荣获稳增长突出贡
献奖。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照乾代表集团领奖，并签署 2021 年度
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严广劳代表陕煤集团在工作会
上作交流发言。

严广劳在会上作了题为《下好“先手
棋”、打好“组合拳”，在高质量发展中推
动稳增长工作》的交流发言。他说，今年
以来，陕煤集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和省国资委的工作要求，采取了坚
持强化管理，靶向精准稳增长；坚持降本
提效，深挖内潜稳增长；坚持项目提速，
投资拉动稳增长；坚持改革攻坚，释放
活力稳增长；坚持党建引领，保驾护航稳
增长等五方面的工作措施，使主要实物
量指标和经济指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创
下了历史最好水平，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
标任务和稳增长指标。今后的工作中，陕
煤集团将切实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
神，在深化改革攻坚上下功夫，在管理提
升上谋实效，在高质量发展上见真章，开
好局、起好步，为谱写新时代陕西国资
国企追赶超越新篇章贡献力量。

据悉，这次省国资委表彰的稳增
长贡献企业中，共有 7 家企业获得稳
增长突出贡献奖，5 家企业获得稳增
长奖。这些企业在砥砺奋进中创造了
不凡的成就，也在奋斗中书写了崭新的
篇章。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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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理论讲师团、省国
资委、“学习强国”陕西平台联合主办的“我与学习强国”
主题演讲活动决赛在陕西地电公司举办，来自省属国有
企业的 10组选手参加了比赛。陕煤集团铜川矿业物资供
应分公司职工张澄作为陕煤集团参赛选手，以 96.50分的
成绩荣获竞赛二等奖。

此次“我与学习强国”主题演讲活动走进陕西省国资系
统，旨在通过展示省国资系统广大职工利用“学习强国”平台
开展学习的成果收获，共同分享学习启迪，进一步形成勤学、
乐学、好学的浓厚氛围。经过预赛选拔，10组选手登上决赛
舞台，选手们激情澎湃、娓娓道来，畅谈学习体会，分享学习
心得，共抒家国情怀。 （钱锴 王英楠 刘伟 崔晓瑜）

陕煤集团职工张澄在省国资委“我与学习强国”
主题演讲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凌晨，榆林化学 180 万吨/年乙二
醇工程 110kV 总变电站一次受电成功，为各生产装置的
试车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该公司“21630”目标的顺利
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郭晓东 党海飞 摄

陕煤集团二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 年
工作会是在“十三五”结束、“十四五”开启
之时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
要会议，对集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会议
以文件形式下发的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杨照乾在职代会暨工作会上的讲话和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题为《融入
新格局、铸就新实力，奋力开创世界一流企
业建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回顾
集团2020年及“十三五”时期的工作，分析
研究当前形势，安排部署2021 年的各项重
点工作，对全集团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习贯彻陕煤集团二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 年工作会精神，首先是要认真组织好
学习讨论工作。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机
关各部门要在落实当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的前提下，认真组织好学习讨论会议，传达
好会议精神，重点做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照乾的讲话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严广劳所作工作报告内容的传达，并开
展好讨论。要在学习讨论中用集团公司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400亿元，同比增长
12.4%；利润总额173亿元，同比增长10.2%”

的经营业绩和“十三五”的改革发展成就鼓
舞人心，振奋干部职工的精神，鼓舞干部职
工的士气，激发作为奋进陕煤人的自豪
感。要在学习讨论中明白集团公司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明确2021 年全年工作目标和
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本单位、本部门新的一
年的工作。要在学习讨论中理解把握集团
公司2021 年的具体工作和工作思路，结合
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让会
议精神落地落实。要在学习讨论中用集团

“十四五”“16555”高质量目标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凝聚磅礴力量，激发干部职工继续

奋进“十四五”、勇往直前的斗志。
告别不平凡的2020年，迈入2021年，新

的机遇和挑战在等着我们。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是冲刺，让我们认真学习贯彻
陕煤集团二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 年工作
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
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在“十四五”的新
征程上高标准开局、高质量起步，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贡献，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创造出无愧
于时代的新业绩！ （新闻中心）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