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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4日，重庆市政府

副市长陈金山、副秘书长周青，市经
济信息委主任蓝庆华及市重点发电
企业负责人一行到陕煤集团座谈交
流工作。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照乾主持座谈会，副总经理赵福
堂、总经济师杜平，运销集团、长安电
力公司、澄合矿业主要领导，集团煤
炭事业部、企业管理部、战略规划部、
电力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杨照乾对陈金山一行来陕煤集团
交流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对多年来重
庆市给予陕煤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介绍了陕煤集团基本情况和近年来
的发展成绩，从“科技引领、资本催化、
体制赋能、深化合作”四个方面对今后
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进行了交流。
他表示，渝陕能源合作 6 年来，陕煤
集团始终秉持“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
益、经济利益服从诚信红利”的合作
理念和“两个不高于”的合作原则，推
动入渝煤炭总量跨越增长、屡超预
期，常态储煤压舱稳价作用持续凸
显。下一步，陕煤集团将积极承担国
企责任，认真落实中省关于电力和煤
炭保供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将能源电
力保供作为“国之大者”“企之要务”；
将着眼长远，持续推进渝陕能源合作
的落地落实，加快就产能置换工作达
成一致，推动优势产能尽快核增核
准，为重庆保供释放更多优质产能。

陈金山首先祝贺陕煤集团近年来
取得的良好成绩，对陕煤集团长期以
来对重庆市能源保供工作给予大力支
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
出，当前重庆市能源供需形势严峻，市
内重点发电企业面临很大困难和挑
战，今后一段时期煤炭需求量较大，希

望与陕煤集团进一步深化亲如兄弟的合作情谊，巩固坚如磐石
的合作机制，建立长期稳固合作关系，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与会双方就重庆市的能源供需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蓝庆华对重庆市整体电煤供应情况、重庆
市重点发电企业负责人对本地区和企业煤炭需求情况作了
交流汇报，陕煤运销集团、澄合矿业负责人对陕煤入渝情况
及保供工作进行了汇报和安排。

会后，杨照乾陪同陈金山一行参观了陕煤思创学院校史
文化馆和陕煤技术研究院西安总部研发基地园区、分析测
试中心和新能源技术研究所。集团董事、思创学院执行院
长付战超，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陕煤技术研究院院长闵小
建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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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日，陕煤集团第七届
矿山救援暨第四届消防救援技术竞赛在
陕北矿山救援基地开幕，比赛将持续 3
天。陕煤集团所属铜川矿业、陕北矿业等
7支矿山救援队，蒲洁能化、北元化工等
12支消防救援队共 121人参加竞赛。

“陕煤集团高度重视应急救援工作，
对煤矿、化工、钢铁等行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常抓不懈，队伍整体素质和救援
能力始终保持较高水准。”陕西煤矿安
全监察局救援指挥中心主任钟楠在竞
赛开幕式上说。

据了解，陕煤集团煤炭、化工、钢铁板
块应急救援人员超 1600 人，其中“90后”
居多，他们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高自
身的应急救援能力，最大限度保障职工
生命和企业财产安全。

此次参赛队员均来自陕煤集团化
工板块、钢铁板块、煤炭板块。矿山救
援竞赛项目主要包含模拟救灾、医疗急
救、理论考试、呼吸器操作、综合体能五
项；消防救援竞赛项目主要包含模拟救
灾、医疗急救、理论考试、综合体能四
项。赛场上，参赛选手们爬绳、过独木
桥、速降、背呼吸器、接水管、携带灭火

器、过矮巷，争分夺秒地展开激烈比拼，
每一个比赛科目，都检验着应急救护队
伍的素质和战斗力。

陕煤集团副总经理袁广金表示，陕
煤集团按照“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
过硬、本领高强”的总要求，抓班子、带
队伍，强管理、严训练、硬考核，积极开
展应急技术比武、救援质量达标、实战
演练等活动。与此同时，先后投入近 10
亿元，打造陕北、关中应急救援基地，扩
充应急物资，整合应急资源。

目前，陕煤集团在煤炭板块形成了
“一中心、两基地、六区域”的应急队伍框
架，在化工板块组建了两个片区共 4 支
主力救援力量。其中，煤炭和化工应急
救援队伍分别被确立为陕西省煤矿（陕
煤）应急救援队、陕西省危险化学品（陕
煤）应急救援队。

“本次竞赛是陕煤集团对应急救援队
伍综合素质和战斗力的大检阅。希望通
过竞赛，进一步增强各支应急救援队伍
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提高应急救援队伍
协同作战能力和业务素质，为陕煤集团
高质量发展和争创世界一流企业保驾
护航。”谈到此次竞赛的筹备工作，陕煤

集团陕北矿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郭佐宁娓娓道来。

另悉，此次竞赛定制开发了一款协同
式数字化赛务管理系统——矿山救援系
统，实时推送赛事、人员、行程等数据信
息。竞赛场地设置 79处监控探头，全程
视频监控、网络直播，将信息化管理贯穿
赛事全过程；赛务组邀请 9 名消防技能
专家、18名矿山救援国家级裁判员进行
执裁工作，整场赛事贴近实战、规范有

序、公平公开，营造了尊重技能、尊重人才
的良好氛围。

“赛场上，参赛队员你追我赶；比赛
后，参赛队员互相交流，学习技能。这
样的机会，对我们应急救援人员的成长
有很大帮助。”蒲白矿业公司救护消防
大队小队长孙国安谈到此次竞赛时，对
暖心热情的报到服务、炫彩震撼的开幕
式、真诚服务的志愿者和独具特色的场
馆建设赞不绝口。 本报记者 胡建宏

技术竞赛强素质 勇气智慧树形象
——陕煤集团举办第七届矿山救援暨第四届消防救援技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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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5日下午，陕煤集团召
开三项制度改革推进会暨三季度经济运
行分析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
乾，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等领导班
子成员、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所属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经济运行的
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分管三项制度改革的
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集团总部各部门副职
以上负责人；陕煤股份、化工、电力板块公
司各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福堂主持。

严广劳在会上讲话，首先总结了集团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他指出，集团前
三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向好、好于
预期”态势，从实物量数据看，1至 9月，集
团煤炭、化工、水泥产量和发电量，同比增
幅分别为 10.5%、4%、10.3%和 8.8%，生产
粗钢同比基本持平。从经营数据看，1至
9月，集团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26.8%，实现
利润同比增长 39.2%。从各项工作进展情
况看，企业改革工作稳步推进，稳产增产
工作开展有效，重点项目建设有序实施，
智能化建设进展明显，科技研发和转化工
作持续加快，防风险工作稳中有进，保供
稳价体现陕煤担当，集团及各级企业在资

本运作、纪检、党建、宣传、工会等方面
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也指
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严广劳分析了双碳、双限、双控以及
国企改革、创新驱动等八项涉及集团公
司发展的政策和动态信息，指出了需要树
立的四个方面认识。一是全球角逐清洁
可再生能源新赛道的大幕已经拉开。二
是从能源利用的视角看，实施能耗双控，
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实质是大力提升整个
经济社会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三
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做到“进”

“退”有序。四是加快构建自主创新“生
态圈”，着力打造人才发展“新高地”，使
之成为集团实施科技创新的坚强基础。

对于四季度的工作开展以及明年工
作的谋划，严广劳提出五个方面要求。一
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
接再厉，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总
体要求。二是要根据双碳、双限、双控的
政策要求，在明年的工作安排中要进行充
分的考虑。三是要结合集团创建世界一
流企业的目标，对所属企业采取分类施

策、分别发展的方法。四是按照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方案，有力、有序推动各项改革任
务落地。五是科学确定各单位年度目标。
他强调，在工作中需要共同把握稳增长、保
供应、促改革、防风险、保安全、统收盘、谋
打算这七个关键词，合理安排好各项工
作，在保证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既出色
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又精心筹划好明
年的各项工作，为集团在“十四五”开新
篇、布新局夯实坚强基础，为集团高质量
发展和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李向东在会
上就集团持续有效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工
作进行了安排。他分析了集团公司三项
制度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指出自 2019年 11月集团公司三项制度改
革启动以来，总部各相关部门横向联动，
依次下发了《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
案》和《三项制度改革安排意见》，提出了
专项改革的总体目标、实施步骤、具体要
求及 15条改革举措。随后，又与各单位
上下贯通，先后选取陕北矿业、陕钢集团、
北元化工、西安重装、彬长矿业等 9家试
点单位先行先试、积极推进、着力打造典
型示范。通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着力

在弥补短板、改革创新、助推发展工作上
取得了基础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员工进出
渠道更加规范、竞争性选拔人才力度不
断加强、多元化薪酬激励落地实施的实
效，但也存在整体推进偏慢、进展不平衡
的问题。对于今后的工作，他要求坚持
目标导向，推进八项任务；坚持问题导
向，破解改革难题；坚持效果导向，突出

“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
入能增能减”的“三能”功效发挥，聚焦聚
力，精准施测，全力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
地。他强调，要精心组织、压实责任，确保
三项制度改革工作走在前列。

赵福堂在总结会议时，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一思想、合
力攻坚，要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各单位各
部门要树牢集团上下一盘棋、作战一张图
的思想，紧盯目标任务，绷紧弦不松劲，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饱满的工作激
情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落实落细落地；要抓住四季度有效时
间，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出实招求实效，推
动工作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进位，确保超额
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集团高质量
发展取得更大进步。 （徐宝平 张璞玉）

陕煤集团召开三项制度改革推进会
暨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

本报讯 10月 13日，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
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开幕。本届煤博会以“智慧能
源聚榆林、低碳发展引未来”为主题，设置智慧数
字、智能制造、低碳发展、绿色矿山、新能源和县市
区（开发区）6大展区，参展企业 526家。陕煤集团作
为首席荣誉主办单位参加了本次展会。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贸促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商
会执行副会长、秘书长于健龙，榆林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胜利等各级领导和嘉宾，在陕煤集团副董事长

郑忠堂陪同下，来到陕煤集团展区参观。
在陕煤集团展区，于健龙对陕煤榆北煤业公

司创造了煤炭行业智能矿井建设集成系统最多、
融合程度最强、劳动效率最高的历史纪录表示肯
定。在电子大屏前，通过场景虚拟展示，各级领导
和嘉宾体验了高科技下的虚拟智慧化矿山和煤矿
综采场景、采掘设备工作情况，详细了解了千万吨
级大型现代化矿井如何创建国内领先、世界一流
的智慧化矿井。

陕煤集团本次主要展示了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
在煤炭、煤化工、智能装备制造、智慧矿井建设等高
质量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亮点。展会期间，
陕煤集团展区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前来参观的观众
络绎不绝，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参展代表，有政府能
源行业主管领导，有新闻媒体记者……大家对陕煤
集团在煤炭、煤化工、智能装备制造、智慧矿井建设
等高质量发展中各类工作开展情况表示出浓厚的兴
趣，对所取得的成绩赞叹不已。 （何武宏 杜鹏）

陕煤集团参展第十六届榆林国际煤博会备受各界瞩目

中国贸促会秘书长、中国国际商会执行副会长、秘书长于健龙，榆
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胜利一行来到陕煤集团展区参观。

展区外景。

本报讯 10月15日，陕煤集团召开年度第二次追赶超越汇
报点评会，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照乾等集团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所属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集团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来自企业和总部部门的 15位
专业评委等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福堂主持。

会上，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璇通报了集团以及
各单位前三季度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和存在的不足。杨璇指
出，全集团在全面落实好国家稳产保供任务的同时，季度业
绩指标再创历史新高。第四季度各单位要根据自身指标完
成情况采取措施，对标先进、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积极加大
各项指标管控力度，力争完成好集团全年经济指标，确保

“十四五”开好头、起好步。
陕化、陕焦、蒲洁能化、渭化、神木煤化工等 10个单位的

负责人，依次就追赶超越工作进行了汇报。集团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尚建选对 10个单位进行了一一点评，充分肯
定了各单位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要求
各单位制定相应措施，突破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强调，在

“双控”政策下，各单位要组织好、优化好生产工作，提前预
计安全环保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好创新管理；要加快落
实搬迁工作；要做好能耗和排放方面的摸底工作。同时，在

“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企业一定要将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
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标“双碳”目标，促进煤化工产
业高端化、多样化、低碳化发展。

赵福堂在总结会议时指出，追赶超越不仅是一场工作汇
报，更是一个过程管理。各单位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清晰
的发展战略、正确的方式方法以及扎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只
有扎扎实实做好平时的各项工作，年底才能取得不错的成
绩。追赶超越还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平台，各单位要相互借
鉴，各取所长，在充分发挥自身长项和优势的同时，要敢于承
认不足，敢于直面问题，在思想上革新，在行动上碰硬，解决好
短板问题，才能拉动企业整体发展质量再上台阶。最后，他
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相关部门要跟进各单位汇报事项的
落实情况，将汇报跟踪事项列入年度专项工作，进行跟踪督
办；二是各单位要对汇报中提到的问题和不足，潜心研究，
制定强有力措施，逐项加以解决；三是要全面盘点企业年度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确保各项任务目标按时完成。 （张璞玉）

陕 煤 集 团 举 行 年 度
第二次追赶超越汇报点评会

9月全国进口煤炭3288.3万吨 同比增76.07%
本报讯 海关总署 10月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1 年 9 月份进口煤炭 3288.3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1867.6 万吨增加 1420.7 万吨，增长 76.07%；较 8 月份的
2805.2万吨增加 483.1万吨，增长 17.22%。

9月份煤炭进口额为391320万美元，同比增长233.66%，
环比增长25.76%。据此推算进口单价为119.0美元/吨，同
比上涨 56.21美元/吨，环比上涨 8.08美元/吨。

2021年 1-9月份，全国共进口煤炭 23039.6万吨，同
比下降 3.6%，降幅较前 8 月收窄 6.7个百分点；累计进口
金额2104900万美元，同比增长26.1%。 （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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