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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督导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
市场化价格机制落实情况

本报讯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派
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
供稳价工作督导。

督导工作以现场督导为主，重点督导有关省区、
企业煤炭增产增供政策落实情况，核增和释放先进产能
情况，有关项目建设投产手续办理情况，发电供热用煤中
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情况，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煤炭
生产、运输、交易、销售环节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燃煤发
电“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落实情况。

督导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督促相关地方、企业对
照国家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措施自查自纠，对落实不到
位的将严格督促整改；对捏造、散布煤炭涨价信息，恶意
囤积、哄抬价格、合谋涨价、串通涨价等违法价格行为，
将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及时查处，努力保障能源
市场平稳运行，为能源保供稳价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针对释放先进产能中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督
导工作将深入企业和相关部门，推动落实“放管服”各
项要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影响产能释放的突出问
题，通过采取并行办理相关手续等措施，努力增加煤
炭供应，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煤需求。 （钟经）

行业信息

本报讯 9 月 23 日，陕
煤集团召开专题会议，安排
部署迎峰度冬电煤保供稳价
工作。会议要求集团各产运
销企业进一步统一思想，克
服困难，紧密协作，科学统
筹，齐心协力做好迎峰度冬
煤炭保供稳价工作。

陕煤集团副总经理赵福堂出席会议
并讲话，集团总经济师杜平主持会议。集
团煤炭事业部及各煤炭生产企业、运销集
团、铁路物流集团，集团企业管理部、安全
监察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就落实好中省关于迎峰度冬
电煤保供稳价安排部署，赵福堂要求，一
是集团所属各单位要站在讲政治、顾大
局和讲觉悟、展担当的思想高度，全集团

一盘棋，高度重视，扎实落实好迎峰度冬
煤炭保供工作。二是产运销协同发力，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定释放产能，优
先确保发电、供热企业合同兑现，多措
并举稳定煤炭价格，度冬期间实行运行
信息日报制度，将保供稳价各项任务纳
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专项考核。三是
销售运行工作处理好电煤和非电煤、近
期和远期、新增和已签中长协合同、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的关系，胸怀“国

之大者”，打赢冬季保供攻坚战。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迅速传达贯彻

本次会议精神，严格认真落实中省和集
团公司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坚决完
成中省安排部署的当前煤炭保供稳价
任务，以及下一阶段中省陆续下达的保
供稳价任务。产运销各企业要明确任
务分工，紧密衔接，发挥自身优势，形成
整体合力，齐心协力做好迎峰度冬煤炭
保供稳价工作，为全国人民温暖过冬贡

献陕煤力量。
会上，运销集团总结了 1

至 8 月份销售运行情况，安
排了迎峰度冬期间铁路发运
工作，要求全集团日均铁路
发运量确保 28万吨以上，较 1
至 8月份日均提升 1.6万吨以

上，每月增加 48万吨以上保供能力，从而
缓解省内电煤、西南及两湖一江等内陆区
域煤炭中长协兑现压力。各参会生产、运
输企业和相关部门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
以安全为前提，强化安全管理，优化生产
组织，合理安排组织检修，加强煤质管理，
科学统筹资源，克服自身困难，坚决完成
集团下达的煤炭保供稳价任务，确保在全
国今冬明春能源安全供应大局中交出一
份合格的“陕煤答卷”。 （汪琳）

部署迎峰度冬电煤保供稳价工作
陕煤集团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 9月22日，陕煤集团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主持，集团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精神，对集团公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集团公司各级党组织要把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集团公司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一要
系统全面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抓好“五项要求”“五个扎
实”的贯通落实，以实际行动深化企业改
革，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集团领导班子要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发挥好带头作用。二
要紧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推进煤
炭消费转型升级”为方向，认真关注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肯定的“积极发展煤基
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煤转化路
线，集中优势、加强攻关，进一步优化集团
煤化工发展路径和规划，力争早日在这场
战略转型战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三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好学习研讨，开展好宣
传宣讲，营造好热烈氛围，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
每一名党员干部，在集团上下形成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切实把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上来，切实把陕煤高质量发展、争创世界一
流企业的大文章做好。 （张庆东 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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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 2021
年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扎
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
作，9 月 24 日，全国政协常委、
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张
道宏带领“能耗双控和碳达
峰、碳中和”课题调研组一行
到陕煤集团开展专题调研。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照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尚建
选，党委委员、董事、技术研究
院党委书记、董事长闵小建，总
经理助理宋世杰及集团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杨照
乾主持会议。

调研组首先参观了陕煤
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和新
能源技术实验室，现场听取了
有关项目研发的情况，并同科
研骨干进行了课题交流。

座谈会上，张道宏介绍了此
次调研的背景、目的和重要意
义。宋世杰介绍了陕煤集团基
本情况，在能耗双控和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方面的现状、
面临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及今后
的工作方向。与会双方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相关内容进行了深
入交流。 （杨帆 张颖祎 杨静）

本报讯 9月 25 日晚，十四运会“陕煤集团杯”乒乓球男
子双打、女子单打决赛在陕西延安打响。北京队组合马龙/
王楚钦以 4比 0战胜北京队组合闫安/徐晨皓，获得男子双打
项目冠军。黑龙江队王曼昱以总分 4比 0击败河北队孙颖莎，
夺得女子单打项目冠军。在延安大学体育中心，世界级高水
平的乒乓球比赛让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喝彩、加油声不断。

当晚，早前进行的十四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项目、女子单
打项目三、四名决赛中，黑龙江队组合徐瑛彬/曹巍以 3比 2战
胜上海队组合尚坤/赵子豪，广东队选手刘诗雯以 3比 1战胜山
东队选手陈梦，分别获得男子双打项目、女子单打项目铜牌。

据悉，本次十四运会乒乓球赛共设置男团、女团、男单、女
单、男双、女双、混双七个小项，产生 7枚金牌，有来自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23支代表队
共计 189名运动员参赛。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十四运会乒乓
球比赛由陕煤集团冠名，作为十四运会的合作伙伴，陕煤集
团还向十四运会组委会赞助 1 亿元，包括 7000 万元现金和
3000万元实物，“禹龙”钢材和“枣悦”果汁成为十四运会官方
指定品牌。当晚比赛开赛前，现场播放了陕煤集团宣传片，
比赛前的热场中，还为现场幸运观众赠送了“枣悦”果汁。

“这次乒乓球赛在家门口举办，而且还是陕煤集团的冠
名赞助，有幸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这样世界级水平的高规
格比赛，零距离接触奥运冠军，实在太激动了！”黄陵矿业公
司等单位的职工到场观看了比赛。赛后，观赛职工纷纷表示，
比赛精彩，直呼过瘾。 （张璞玉 梁新星 徐宝平 王栋）

十四运会“陕煤集团杯”乒乓球
男子双打女子单打项目决赛在延安举行

男子双打项目颁奖仪式男子双打项目颁奖仪式。。

本报讯 9月 17日，
陕煤集团召开财务共享
中心建设启动会。集团
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
师杨璇出席会议并讲
话，集团相关部门负责
人，第一期试点单位与
在西安办公的集团二级
及部分三级单位、项目
建设外部合作单位负责
人和主要团队成员在主
会场参加了会议，集团
所属其他企业负责人、总
会计师、主管财务工作领
导、财务部门负责人在各
分会场参加了视频会议。

杨璇在讲话时强调
了建立财务共享中心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五点
要求。一是高点站位。
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
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二是
强化领导。各单位要完
善组织领导，压实领导责
任，充分认识此次项目实
施所面临的挑战，集中
攻坚，共同完成好各项
建设目标任务；三是科
学规划。深刻把握数字
化和智能化发展新趋
势，树立“共创、共享、共
智”的理念，构建财务共
享中心顶层设计方案，
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
集团财务共享中心；四是强化协
同。注重系统对接融合，保证信息
系统接口的开发质量，实现与已有
信息系统的串联并行；五是做好宣
贯培训。通过研讨会、集团内网等
多种途径进行宣贯培训，让大家深
刻认识财务共享及其带来的变革。

会上，集团财务资产部总经理袁
景民介绍了财务共享中心的总体建
设方案及实施计划，澄合矿业、技术
研究院代表试点单位作表态发言，财
务共享中心服务商北京久其软件公
司总裁施瑞丰致辞，项目总监汇报了
项目建设具体方案。（王晓勇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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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3日，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公
务员局局长鲁锋带领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有关同
志，到陕煤集团所属陕建机股份公司调研国有企业
党建工作。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郁伟，
陕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尤西蒂，陕煤集团董事、
党委工作部（组织部）部长王俐俐陪同调研。

调研组围绕《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试行）》贯彻落实等情况，先后参观了企业展示
中心、塔机广场和文化广场，并深入装配、机加工、环保
喷粉涂装线等生产车间一线实地调研，观看了摊铺机
无人驾驶和 STC7528 塔机智能化操作演示，体验了塔
机 VR 智能驾驶舱。陕建机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杨宏军介绍了有关情况。

鲁锋指出，陕建机股份公司在企业重组转型、创新
发展中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凸显国企党建对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势。他强调，国有企业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
新时代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陕建机股
份公司能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积极推动条
例落地实践，规范设置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累了党建工作方面
的优秀经验，企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蓬勃生机。 （张晋安）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鲁锋到陕建机调研

本报讯 9月24日，国家能源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任京东一行 7 人到榆北煤业公
司就煤炭增产保供稳价工作进行调研。
陕西省能源局局长何钟，副局长蔡选良，
榆林市政府一级巡视员马秀岚，神木市市
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孟向平，陕煤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陕西煤业副
总经理吴军、张森等陪同调研。

当日上午，调研组一行在榆北小保当
公司组织召开座谈会。会上，严广劳从陕
煤集团及煤炭板块基本情况、增产保供、煤
矿智能化建设以及“十四五”规划煤矿建设
等方面简要介绍了陕煤集团增产保供工作
基本情况，重点针对煤炭企业面临的产能

核增、优质产能释放、榆神四期规划煤炭
资源开发、智能化建设等工作中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了汇报。他表示，陕煤集团
有信心、有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
国家冬季煤炭保供增供作出贡献。

榆北煤业公司汇报了该公司增产保
供稳煤价工作采取的措施，以及智能化
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果，重点对企业当前
面临的产能核增、优质产能释放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作了汇报。听取汇报
后，调研组一行与参会人员围绕此次调
研的主题进行了现场交流，针对反馈的
问题和困难，现场给予了答复，表示将进
一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为煤炭增产保

供工作提供有利政策依据。
任京东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榆林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提出了
煤炭能源发展要转化升级，走绿色低碳发
展的道路，进一步明确了能源产业发展在
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他强调，要全力以赴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把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更好地发挥好煤炭资源的压舱石、
兜底保障作用。一是要积极践行能源企
业担当，履行好增产保供稳煤价的各项措
施。二是要正确认识当前安全环保等约
束性因素对产能核增、优质产能释放带来

的压力，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在保证符合
安全环保政策要求的前提下，精准施策，
精准释放产能。三是要正确认识增产保
供工作面临的形势，提高政治站位，突出
发电、供暖等关系民生的保供任务，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四是在符合国家政
策的前提下，有序做好煤炭产能核增和优
质产能释放工作。五是要持续用力，推进
煤炭智能化建设，进一步减人提效。

会议结束后，调研组一行深入榆北小
保当公司一号煤矿 112207 智能综采工作
面，对智能化工作面设备运行、生产组织、
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姚媛 杨景麟 梁栋 谢晓玉）

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京东一行
到榆北煤业调研煤炭增产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讯 9月25日，在2021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
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 20 次向社
会发布“中国企业 500 强”名单。陕煤集团以 2020 年
3403 亿元营业收入，位列榜单第 66 位，较上年排名 70
位位次前进 4位。

据悉，今年共有 20家煤炭企业上榜，千亿俱乐部
企业 12家。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第 24位）、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32位）、晋能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第 44位）、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66 位）、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112 位）。

20家上榜煤炭企业中，除重组的山东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和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榜位次大幅提升
外，另有包括陕煤集团等 5 家煤炭企业上榜位次有所
提升，其余煤炭企业排名有所下降。我省有 10家企业
入围 2021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与去年 9 家相比，增加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365位）。陕煤集团为
我省入围企业首位。 （汪琳）

陕煤集团再次荣登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较去年位次前进4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