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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国家电网获悉，春节期间，预计
全国日均发电量约为 16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
用电量保持平稳增长，华东等地用电负荷增速较高，国
家电网公司经营区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据介绍，今年春节与往年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
一是春节时间偏晚，已至“七九”时节，气温偏高导致
取暖负荷减少；二是受疫情防控影响，广大群众响应

“就地过年”号召，导致城乡负荷分布不同于往年；三
是受外贸订单增加影响，部分地区工厂春节不停工
或提前开工，导致工商业用电负荷存在不确定性。

在用电负荷方面，华东等地负荷增速较高，预计
华东电网最高负荷同比增长约 18%，西北、西南电
网最高负荷同比增长约 10%，江苏、浙江最高负荷
增速超 20%。 （王轶辰）

春节期间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1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9.1%

本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 月，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3%，环比上涨 1.0%；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9%，环比上涨 1.4%。1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9.1%，环
比上涨 6.4%。 （钟经）

本报讯 近日，从省商务厅获
悉，陕煤供应链公司荣获陕西省
2020 年度“两稳一促”优秀企业称
号。这是公司成立当年即获得的省
级荣誉，也是对该公司在陕西省外
贸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充分
肯定，彰显了公司在成长性、竞争
力、创新力等方面得到客户和社会、
政府一致认可，成为我省对外贸易
的重要窗口。

供应链公司作为陕煤集团所
属二级混合所有制合资企业。该

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俄罗斯、菲律宾、新加
坡等国矿山企业及石油供应商保
持良好的业务关系，面对 2020 年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
的 国 内 任 务 和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严重冲击，在陕煤集团的坚强领
导下，供应链公司自我加压，负
重奋进，夺取了疫情防控和销售
运行的双胜利。去年全年完成煤
炭销售量 5000 万吨，其中，内贸煤
4345 万吨，进口煤 639 万吨，转口

煤炭 16 万 吨 ，油 品 销 售 量 70 万
吨 ，其 它 大 宗 商 品 销 售 量 30 万
吨，全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实
现了运营第一年“开门红”。按照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该公司应处
于“创业阶段”，但基于双方股东原
有的坚实基础，公司成立后迅速进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步入从思想融
合、管理融合、协作融合进入加速聚
变的新阶段，公司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快速跃升，成 功 将 公司发展推
向“成长阶段”。 （刘增跃）

陕煤供应链荣膺2020年度全省“两稳一促”优秀企业称号

本报讯 2月 8日上午 10 时，在
泾渭工业园区，陕建机股份公司举
办 2021 年首批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成套路机产品发车仪式。本次发
运的 1 台摊铺机、2 台压路机共 3
台设备，优选了随机配件，将从兴
平市搭乘铁路国际联运，历时 20
天 到 达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首 都 塔 什
干，投入到撒马尔罕州加加林街道

的道路施工工程中去。
陕建机股份公司从 2017年开始

布局海外市场，截至目前，已完成了
布局印度、中亚、非洲、东南亚“四个
大区”的战略任务，意义深远。此次
乌兹别克斯坦成套化路面机械项目
的出口，不仅是陕建机股份在中亚
市场的突破，也将会使陕建机股份
与中国信保的合作更上一个台阶。

据悉，“十三五”期间，陕建机股
份公司依托国家“一路一带”倡议，
跟着政策走、投资走、产品走，针对
海外市场的特点，对产品进行了适
应性技术改进，逐渐形成了适合自
身的拓展海外业务的工作方向，主
导产品系列摊铺机、系列旋挖钻已
经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
区，获得用户的认可。 （张晋安）

陕建机股份出口乌兹别克斯坦成套路机产品正式发运

杨照乾严广劳通过视频连线向陕煤集团干部职工拜年
本报讯 2月 12 日大年初一，上午 9点

半，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到集团公司调度
室慰问机关值班工作人员，并以视频连线
的形式，向集团公司各单位干部职工拜年。

杨照乾、严广劳通过调度室“陕煤安全
生产信息共享平台”，查看了解了各单位
安全生产情况，视频连线各单位调度室，

向坚守岗位就地过年的干部职工表示慰
问，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严广劳在讲话中祝大家新年好。他
说，今天是正月初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
新春佳节，也是全国人民合家欢聚的时
候，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还要坚守
在工作岗位。正是由于我们的坚守和付
出，千家万户才能团聚；正是由于我们的

坚守和付出，千家万户才能温暖如春；也
正是我们的坚守与付出，千家万户才能灯
火璀璨。可以说，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是会被大家铭记的。

严广劳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集团
公司领导不能深入基层一线陪伴大家共度
春节，只能用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大家问好，
给大家拜年，为大家祈福。“我们一起向大家

拜年，向大家问一声大家辛苦了！我们共同
祝福大家牛年吉祥！我们共同祝福大家身
体健康，生活愉快，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当天，集团公司机关值班带班领导、集
团党委副书记张海泉，集团公司总经济师
杜平，集团公司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
总值班室值班人员一同向各单位干部职
工拜年。 （徐宝平 汪琳 佘国龙）

本报讯 2月 9日，陕煤集团收到来自
汉阴县委、县政府的感谢信，感谢陕煤集团
一年来对汉阴脱贫攻坚工作的关心支持。

感谢信中说，2020 年，陕煤集团发挥
“两联一包”扶贫牵头单位职责，带领 14
家省级帮扶单位履行国企责任，派驻汉
阴县的 28名扶贫干部在挂职副县长和工
作站的带领下，发扬陕煤“三特”精神，在
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的决胜之年，
与汉阴人民携手同心，交出了一份扶贫
协作的优异答卷。

感谢信中表示，在陕煤集团对汉阴县
的帮扶实践中，陕煤集团锻炼了队伍、展
示了形象、扩大了影响，在安康市和汉阴
县两级表彰中，陕煤驻汉工作组、派出单
位和帮扶干部收获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大满贯”。汉阴县委、县政
府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汉阴人民将
永远铭记这份深情厚意。

2020 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
陕煤集团雪中送炭，向汉阴县捐赠口罩 2
万只、酒精 1000 公斤，捐赠有机蔬菜 3 万
斤，帮销土鸡 1800 余只，输送务工岗位
100 余个；筹措 1000 万元资金支持，县人
民医院南区分院一层公卫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投资 2000 万汉阴信服大数据项目
落地，漩涡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加快建
设，就业扶贫持续发力；定制汉阴扶贫“大
礼包”，累计采购农副产品 1.2亿元，消费
扶贫强势推进；为奖教、奖学、助学，陕煤
集团出资 500 万元设立陕煤集团汉阴县
教育关爱基金，从 2020年起逐年发放 100
万；实施百名人才培养工程，目前已完成
第一期 21 人挂职培训，为后续乡村振兴
培育优秀人才。同时，打出产业扶贫、金
融扶贫、农旅扶贫、特色扶贫组合出拳，巩
固提升具有陕煤特色的全省国企精准扶
贫样板。 （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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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上午8时 58 分，榆林化学净化装置低温
甲醇洗 A 系列变换气洗涤塔（T101）缓缓起吊，11 时
56 分，设备安全就位，标志着该公司 2 月份又一个

“追赶超越”节点目标顺利完成。本次吊装的变换
气洗涤塔（T101）是该公司净化装置低温甲醇洗单
元的核心设备，设备总重 830 吨，塔高 89.6 米，是项
目建设现场最高、最重的设备。 姚渊 摄

本报讯 2月 18日，正月初七，恰逢传
统节气——雨水，在研究院渭南矿用高分
子材料研发生产基地，渭南市委市政府召
开了“渭南市第二次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
暨渭南高新区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开工仪式”，在热烈隆重的气氛中吹
响了牛年开工建设的集结号。

渭南市委书记魏建锋，市长王琳等
地方领导，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照乾，陕煤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技术研
究院院长闵小建，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沈
兰禹出席了开工仪式。

陕煤研究院根据发展需求和规划，
将在渭南打造高新、华州、蒲城 3大产业基
地，本次开工的渭南高新区矿用高分子材
料研发生产基地，首期计划投资 10亿元，将
建设以矿用新材料、智能装备技术开发等
为支撑的行业一流研发平台和高分子材
料、无机材料示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
销售收入 20亿元以上，后续还将继续在矿
用智能检测、检测及装备、喷浆智能机器
人方面开展技术开发与产业发展工作，最终
将渭南高新基地打造成先进矿用材料、智
能装备制造为支撑的工业化开发和产业化
示范基地。

陕煤集团和陕煤研究院表示，将以此
次开工仪式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决
策部署，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凝
心聚力开局起步，只争朝夕奋战牛年，早日
为渭南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据悉，渭南市全年安排重点项目 527
个，总投资 3298亿元，年度投资 1061亿元，
其中制造业项目 110 个，总投资 570 亿元；

新开工项目 297 个，总投资 1200 亿元。本
次集中开工项目 75个，总投资 189亿元，涵
盖创新驱动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能源化工、现代服务业、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

作为陕西省“凝心聚力开局起步暨重
点建设项目开工活动”渭南分会场，会议
以视频形式与全省同步召开。陕煤研究
院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以及渭南陕煤启
辰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州分公司职工队伍
参加了活动。 （杨帆）

陕煤技术研究院渭南矿用高分子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开工

金牛奋地，春潮涌动，位于毛乌素沙
漠边缘的榆北煤业曹家滩公司，和往常一
样，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随处可见的大
红灯笼和璀璨灯光，为矿区增添了很多喜
庆年味儿。春节期间，这里有 800 多名员
工依然奋战在百米井下的各个岗位，保障
着矿井的正常生产。
“生活放心，工作舒心，就地过年也很好”

作为煤炭生产企业，榆北煤业积极响应
号召，全力保障煤炭供应，倡导职工就地过
年，所属矿井“不停产、不放假”，自上而下
出台了鼓励就地过年保障措施和岗位补助
福利，通过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留
住员工。据统计，春节期间，该公司坚守
岗位安全生产的员工 2000 余人，占员工总
数的 80%以上。

“妈，过年好，我在单位挺好的，单位
给我们安排的年夜饭有肉有菜，下班了在
宿舍看春晚，和同事聊天，你们就不用牵
挂我了。”榆北小保当公司一号煤矿掘进
一队副队程伟鹏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与远
在家中的父母视频聊天。

今年春节，由于煤炭保供形势需求和
疫情影响，程伟鹏毅然决然地选择坚守岗

位。“公司想尽办法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没有
后顾之忧，不仅给我们安排了春节福利，还
提供了岗位补助，能和兄弟们一起吃饺子、
看春晚，在岗位上过一个别样的春节，也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

虽然就地过年，但是矿区里的年味儿
一点都不减，所属各单位细致周密安排了
春节期间员工福利、生活餐饮、疫情防控等
各项工作，榆北曹家滩公司“十全十美”过
大年活动，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感受到了
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榆北小保当公
司则为员工搭配了免费的年夜饭套餐，让
留守的员工感受到了节日的味道，让员工
在春节期间工作放心，生活舒心。
“工作任务再繁重，活必须要干得漂亮”

春节期间，正奔波忙碌在矿井生产系统
大检修工作的任明与自己的兄弟进行主斜
井皮带 11#接头硫化和主运大巷 4300米皮
带更换工作。

大至更换皮带减速机、安装皮带，小至
剥钢丝头、拆硫化板、搭接等工作，任明均进
行了细致安排，对他们而言，工作任务越繁
琐，越需要规划和安排到位。“这些满满当当
的任务安排清单，是我们这次大检修工作顺

利完成的作战指挥图，只有这样，才能把活
干得漂亮。”任明说。

在硫化皮带打磨现场，每一个人都是
巧手“裁缝”。找头、安装硫化板、划线、拆
胶、交叉搭接、加热、保温、冷却，步骤看似
简单，却需要特有的工艺水平和高超娴熟
的技能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硫化
接头符合标准，满足生产需求。

经历了 3天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圆满
完成了主斜井皮带接头硫化和主运大巷、
地面 1001、1023 皮带更换以及 08 面中驱 3
台电机的回撤任务，提前 16小时完成了该
公司生产系统大检修工作。

“春节保供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面对紧俏的市场需求，榆北煤业积极

践行国企担当，不仅开足马力生产，保证
煤炭资源供应，还千方百计安排煤炭销售
工作，保证充足运力，确保生产的煤炭顺
利运出去。

“鉴于以往春节期间地销运力有限的
局面，我们在春节前夕就密切加强与运销
集团和铁路物流集团的实时沟通，及时获
得运力支持，结合所属矿井生产情况和用
户需求确定销售方案，合理组织煤炭外

运，未发生火车缺煤停运事件，圆满完成了
煤炭保供任务。”公司销售管理部工作人员
杨丁乾介绍说。

为了保证铁路外运工作，提高装车效
率，选煤分公司火车加固队的一群热血青
年面对火车加固点多、作业面广、战线长的
工作实际，认真钻研岗位技能，设计出了
火车关门改进工具，队员只需将一侧钢板
卡入小门搭扣在卡槽内，便可轻易将小门
关闭，不仅提高了加固速度，还降低了作
业人员劳动强度，将火车加固时间缩短至
10-20 分钟。同时，他们通过优化作业流
程，采取一列在装、一列在加固，确保装运
车辆不断，装运不断。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生产煤炭，但是看
着这么多煤炭在我们的努力下，源源不断
地运往祖国需要的地方，这个春节煤炭保
供，我们也贡献了一份力量。”选煤分公司
火车加固工侯乐说道。

据统计，2月 1日至 16日，榆北煤业煤炭
产量 225万吨，销量 231万吨，最高日产 16万
吨，各项生产任务超计划完成，创造了春节
期间的佳绩，有力彰显了这个辛丑牛年榆北
人的责任与担当。 （姚媛）

榆北煤业：春节期间职工坚守岗位保煤炭供应

 








2021 年 2 月 19 日陕西煤炭综合价格指数
为 180.8 点 ，较 上 期 下 跌 11.3 点 ，同 比 上 涨
24.0 点；对应陕西煤炭综合价 473 元/吨，较上
期下跌 30 元/吨，同比上涨 62 元/吨。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发布）

陕西煤炭价格指数180.8

本报讯 近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 2020年度主办
券商执业质量评价结果，开源证券以优异的执业质量
获评 152.45的总分，稳居第一档，并取得全行业第二
名的好成绩。

主办券商年度执业质量评价为全国股转公司权
威发布的新三板主办券商评价体系，由专业质量得
分、合规质量扣分及专项评价加分等三部分组成，98
家主办券商由高到低被分为四档。其结果既能体现
主办券商的专业服务能力，又能反映其合规运作水
平。2020年度，开源证券总分第二、专业质量得分第
二、专项评价加分第一，并在推荐挂牌业务、发行并购
业务、持续督导业务的细分业务专业质量得分中分获
第一、第二、第二。

2020年是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落地之年，全国
股转公司于 2019年底发布了 2020年度专项评价指标，
覆盖推荐贫困地区企业挂牌家数、推荐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公司家数、推荐挂牌同时进入创新层公司
家数、发行产品参与认购公开发行的股票只数等内容，
以引导鼓励主办券商更好参与新三板改革工作。在参
评的全部 98家主办券商中，有 26家券商获得了 2020
年度专项加分，其中开源证券获得了最高的 7.5分，体
现了开源证券作为主办券商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业务
创新、加强业务协同等方面的成效。

2020年，开源证券新三板业务完成推荐挂牌36家，
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持续督导企业增至 564家，排
名保持行业第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首批新三板
精选层挂牌企业数量居行业第三，同时严把质量关，各
季度执业质量评价均居行业前三甲。2021年，开源证券
将持续加速新三板业务布局，不断增强规范执业意识、
提高业务开展水平，夯实“开源新三板”品牌根基，坚守
服务中小企业初心，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杨双宁）

开源证券2020年度主办券商
执业质量排名全行业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