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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国家矿山安监局获悉：近年来，煤
矿智能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15年全国煤矿仅
有 3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2019年达 275个，2020
年增至 494个、同比增加 80%；已有采煤、钻锚、巡
检等19种机器人在煤矿现场实施应用。

“十三五”期间，全国矿山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淘汰退出煤矿 5464处、产能 9.4亿吨，整顿关闭金
属非金属矿山和尾矿库 1.9万余座。目前，全国非
煤矿山 3.2万座，其中小矿山占比达 86.4%；30万
吨/年以下小煤矿有 960多处，长期停产停工煤矿
1084处；大多数工艺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安全
管理差。据了解，“十四五”时期要实施矿山智能
化建设、淘汰退出落后产能、重大灾害治理、尾矿
库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力争到“十四五”末，矿山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丁怡婷）

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已增至494个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203.7

2021年1月22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
数为203.7点，较上期上涨7.5点，同比上涨
49.0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533元/吨，较
上期上涨19元/吨，同比上涨128元/吨。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总工
会表彰了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
陕西省模范职工小家、陕西省优
秀工会工作者，陕煤集团荣获多
项荣誉。其中，陕北矿业公司工
会和黄陵矿业二号煤矿工会被
授予“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荣
誉称号，蒲白建庄矿业综采队车
间工会和陕化公司电仪分厂工
会被授予“陕西省模范职工小
家”荣誉称号，澄合矿业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卫建宏被授
予“陕西省优秀工会工作者”荣
誉称号。

近年来，为了增强广大职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组织动员
职工、教育引导职工、联系服务
职工、科学维护职工，按照围绕
集团公司中心工作，建设民主之
家、文明之家、安全之家、和谐之
家、富裕之家的目标，发挥各级
工会组织在推动改革、促进发
展、维护稳定的积极作用，陕煤
集团工会紧紧围绕“服务大局、维权到位、依靠群
众、勇于创新”的职工之家创建原则，树立了“建家
就是建企业”的思想共识，形成了党政工齐抓共建
的建家模式，建家活动卓有成效。

截至2020年12月底，陕煤集团在已建的32个
二级单位工会中，共建成188个职工之家、1238个职
工小家。其中，“模范职工之家”中，全国级13个、省
级21个、地（市）级3个、省能源化工地质系统级62
个、集团公司级58个；“模范职工小家”中，全国级12
个、省级22个、地市级7个、省能源化工地质系统级
133个、集团公司级86个。 （石秀云 张凤举）

本报讯 1月23日，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严控疫情前提下召开公司 2021年安全生
产保供工作座谈会。会议主要任务是进一步
贯彻落实陕煤集团二届五次职代会暨 2021年
工作会精神，全面落实公司 2021年工作要点，
强化各项保障措施，推动全年工作取得良好效
果，助力陕煤集团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和集团相关部门负责
人；陕西煤业总经理王世斌及班子成员，各部
门负责人；公司所属 8家矿业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重装集团和煤层气公司主要领导参加会
议。陕西煤业副总经理李孝波主持会议。

杨照乾从回顾过去和着眼未来两个大的
方面发表了讲话。他指出，2020年，陕西煤业
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过去一年的工作特点
和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各单位坚定
不移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了历史最好
水平；二是智能矿井、智慧矿区建设张弛有度，
实现里程碑跨越；三是加强内部协作，夯实高
质量发展生态链；四是共建行业标杆中心，树

立陕煤新形象；五是股权投资“从0到1”，稳健
推进，规范运行。谈到着眼未来，他强调陕西
煤业高质量发展使命光荣，具体指出三个方面
的着力点：一是要主动融入产业升级改造的洪
流。无论是智能矿井、智慧矿区，还是数字化
平台，三分在建，七分在用。上半场，着力“推”
建设，下半场要好好“抓”应用。在用中改进，
在改中创新。陕煤各级领导能够在智能化、数
字化时代，意识不落伍，创新不停步，将陕煤集
团创建成为行业领跑者。二是要积极主动融
入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洪流。要产业介入、资本
介入，双管齐下，陕西煤业要围绕集团发展战
略，逐步提高自投项目的份额和比例，逐渐提
高股权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能力和水平。三是
要主动融入行业追赶超越的洪流。创新驱动
一定要是自下而上，各单位要担负起改革创新
使命，敢于创新、敢于展示。持续对标达标，要
有国际化的标准，要有追赶者的胸怀，要有领
跑者的信心。

严广劳对陕西煤业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分享胜利喜悦的同

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中，陕西煤业仍然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推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就陕西煤业在今
后的高质量发展，他强调，一是持续发力，力争
成为集团争创世界一流的先行者。要重新审
视内部产业布局，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内外兼
修、协同共享、补齐短板，推动板块、企业、装备
上下游、产供销运业务的重组，使陕煤在社会
大产业链上占据有利地位，直至产业链龙头，
成为集团争创世界一流的先行者；二是升级管
理，力争成为行业标杆示范的带动者。树好擦
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标杆中心这块牌子，通过
标杆引领，助力全行业对标工作推进；三是创
新赋能，力争成为能源创新改革的弄潮儿。洞
悉时代前路，重新审视与探索自身命运，积蓄
力量，求变突破，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契机，推
进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提
升企业智能化、板块数字化水平。

王世斌从效益质量实现新跨越、增量扩能
得到新加强、安全发展迈上新台阶、生产增效
取得新成就、“四化”建设贡献新动能、技术创

新开创新局面、经营管理凸显新优势、财务管
控展现新作为、资本运作再创新业绩、企业形
象彰显新担当十个方面讲述了陕西煤业 2020
年工作亮点和成绩。面对“十四五”新发展阶
段，他提出，陕西煤业要按照“坚持一个目标不
动摇、紧扣一个主题不懈怠、围绕一条主线不
松劲，持续发挥两项作用激活力、夯实三项基
础强筋骨、推动四项建设助发展”的“111234”
工作总思路。他指出，2021年重点抓好八方面
具体工作：强力推进“四化”建设工作；坚持“管
理、装备、培训”并重，全面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继续优化生产组织；深化科研创新工作；深化节
能环保工作；强化项目规划落实；全面开展对标
管理品牌建设；稳步提升经营运行质量。

会上，陕西煤业副总经理张森总结了公司
2020年安全工作。陕西煤业为取得2020年下
半年“安全互检、双向考核”检查第一名的黄陵
矿业授予流动红旗。座谈交流环节，各单位简
要汇报了 2021年重点工作计划。集团财务资
产部、人力资源部、企业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
进行了交流发言。 （祝治 安弓箭）

陕西煤业召开2021年安全生产保供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1月19日，陕煤集团和西安交通
大学联合组建的“陕煤集团5G+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揭牌。这
是西部地区能源行业成立的首个 5G+工业
互联网研究院，该研究院将集合多方资源，
开展泛能源行业 5G+工业互联网产业研
究，探索 5G 技术群与能源产业的融合应
用，打造西部地区能源5G+工业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国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徐宗本，西安交通大学副校
长王铁军，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
乾，陕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世斌等
出席揭牌仪式。生态水泥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超晖主持揭牌仪式。

会前，陕煤集团领导一行参观了交大创
新港数字展厅。

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前，双方就合作进行
了深入友好交流。卢建军详细介绍了创新
港的发展，并向陕煤集团发出诚挚邀请，
希望以共建 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为契
机，把陕煤集团管理、资金、人才优势与西
安交大研发平台相融合，锁定“5G 工业互
联网”激活科技研发新动能，持续延伸产
业链，力促“政产学研用金”早日落地，共
筑双方战略合作新高地，为陕煤集团打造

世界一流能源企业，加速高质量发展贡献
西安交大力量。

揭牌仪式上，杨照乾介绍了陕煤集团的
经营情况和科技创新成果，并围绕打造世界
一流能源集团奋斗目标，立足“十四五”发展
规划蓝图，指出陕煤集团始终高度重视科技
攻关，致力于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行
业发展具有引领力的新技术；采用资本运作
方式紧抓新兴产业战略发展机遇，做到了精
准选产业、选技术、投项目，构建起多元融合
发展新格局；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效率，抓好产业筹划，建设完整产业链，
力争培育一批有活力、有前景的独角兽产业
集群；聚焦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以当前正
在推进的智慧矿山、智能化工厂建设为突
破，全面升级煤、化、钢、电以及装备制造等
产业，切实让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新时代“改
变陕煤形象、奠定陕煤地位、保持陕煤领先”
的有力支撑，并希望借助西安交大智能创新
资源，进一步提升陕煤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水
平，共同为能源行业智能化建设提供更多陕
西样本。

会上，王世斌、王铁军分别代表陕煤集
团、西安交通大学签订了《陕煤集团 5G+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将
在 5G智能化工业研发及应用合作上迈向新
征程。

杨照乾、徐宗本、王铁军、王世斌共同为
“陕煤集团 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揭牌。
杨照乾为陕煤集团 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名誉院长徐宗本、院长周红颁发聘书。

此次“陕煤集团 5G+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的成立是陕煤集团践行“新基建”迈出的
重要一步，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科研水平、推
动产业优化升级，为走上 5G智能化发展之
路夯实根基。据悉，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对网
络、标识、平台、安全、智能化等方面的深入
研究，完善煤炭 5G+工业互联网基础平台和
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源
共享，为陕煤集团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
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郝忠云 冯炫 白岚 姚伟 王文艳）

深耕5G融合应用 助力数字新基建

西部首个能源行业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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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与信息部初步
统计，2020年，全国原煤产量前十名煤矿核定产能
共2.8亿吨/年，原煤产量2.3亿吨，约占全国原煤产
量的5.9%。

10 座煤矿 2020 年产量集中在 2000 万吨至
3000万吨之间。其中，2座煤矿产量超过 2500万
吨，5座煤矿产量在 2100万吨至 2500万吨之间，3
座煤矿产量接近 2000万吨。黑岱沟露天矿产量
2828万吨，排第一位；补连塔矿产量 2646万吨，排
第二位，同时也是排名第一的井工矿；产量排第三
位至第七位的煤矿分别是塔山矿、哈尔乌素露天
矿、伊敏露天矿、宝日希勒露天矿、胜利一号露天
矿；中煤集团三大露天煤矿产量均接近2000万吨，
排名为第八位至第十位。

从开采方式看，10 座煤矿包括露天煤矿 8
座，合计产能 2.2亿吨/年，实际产量 1.788亿吨；
井工煤矿 2座，合计产能 5300万吨/年，实际产量
5141万吨。 （钟经）

2020年全国前十大煤矿产煤2.3亿吨

本报讯 1月16日，陕煤集团神木煤化工天元
公司“粉煤热解技术获重大突破”入选2020年度中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

该项由天元公司首创的大型工业化低阶粉煤
回转热解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科技成果，于 2019
年11月26日在北京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创新技术，为中国数量庞大的低阶粉煤高效
分质转化提供了新途径，也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煤
炭清洁高效、分质分级利用提供了“陕煤方案”，引
起行业广泛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谢克昌在发布盛
典上进行了评价，认为这标志着粉煤高效热解核
心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从而将大大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进程。 （魏峰 徐晓林 慕慧）

陕煤集团一新闻入选2020年度
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

在集团上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开启“十四五”发展新征程的关
键时期，12 万陕煤人迎来了集团公司党代会
的胜利召开。

肩负神圣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全体党代
表围绕“肩负使命勇担当、党建引领争一流，为
实现新时代陕煤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大
会主题，议大事、谋发展，总结过去、展望未
来。经过反复酝酿、充分讨论、庄重议定，把全
体党员的意愿与期盼变成共同的奋斗目标和
行动纲领，对于团结和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齐心协力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忆往昔，峥嵘岁月。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五
年前，面对波谲云诡的外部市场环境，陕煤的
发展曾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出潼关，因
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
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五年里，

集团党委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定位，
心怀“国之大者”，扭住“企之要务”，坚持抓大
事、谋大局，抓关键、促发展，做到了纵览全局、
协调各方、推动工作、实现目标。用辛勤和汗
水扛起了“陕煤担当”，展现了“陕煤力量”，铸
造了“陕煤品牌”。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
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实践证明，集团
的发展不只是企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更离不
开扎实有力的党建工作领航。抓党组织作用，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
业布局更趋优化；抓改革创新，战略支撑更加
有力；抓三大攻坚战，企业发展行稳致远；抓激
励担当，为党员干部树立鲜明导向；抓自身建
设，党建基础更加牢固；抓成果共享，职工幸福
感不断增强；抓追赶超越，质量规模和竞争力
显著增长。

从“十三五”来看，集团总资产规模达到了
5900 多亿元，营收规模连续突破 2000 亿元和

3000亿元大关；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953万亿
元、实现利润 603 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2.3%、
218%；累计上缴税金936亿元，完成重大建设
项目投资 1572 亿元，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质
量发展在省属企业中的“顶梁柱”作用更加凸
显，经济效益增长“压舱石”分量更重。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回望
来时路，以党建领航驱动的这艘中国西部能源
航母，党组织能力的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能
力的提升始终同构。党的建设已然融入集团
的血脉肌体，成为企业发展的“根”和“魂”。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当历史翻开了新的
一页，打造引领能源材料行业发展、在产业发
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陕西国有企业的领
跑者，集团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提
出的“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
品，创造新的更大业绩，迈上新的台阶”要求，
通过积极打造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体制机制

高效灵活、新型产业引领发展、内外协同辐射
国际、产品性能国内领先、党建工作体系完备
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党建领航陕煤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继承前人的事业，进行今天的奋斗，开辟
明天的道路。到“十四五”末，陕煤集团的党建
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将全面形成，党建跻身
全国国企一流水平，持续打造国有企业先进
基层党组织。引领企业在2022年全面完成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到 2025 年建成全省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标杆企业，实现“16555”高质
量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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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集团
远景目标，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从中，我
们听到了企业党组织发出的时代之音，看到
了一个企业的奋进之姿，感受到了全体职工的
殷切期盼。

更伟大的成功还在孕育，更艰巨的任务还
在前方。 （集团宣传部）

凝聚在党旗下 奋进在征程中
——写在陕煤集团党代会召开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