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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31 日，满载陕
煤集团 5万吨保供煤炭的轮船在
曹妃甸港口靠装，随后在运往辽
宁丹东港后，再由铁路运往白山
吉电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标志着
陕煤集团兑现 2021年四季度东北
地区电煤中长期合同、落实保供
任务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作为
承担落实陕煤集团保供东北地区
今冬发电采暖任务的专业化销
售公司，在与东三省签订中长期
合同后，便立即着手不折不扣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东北
地区民生用煤的重要指示和决
策部署，全力以赴保障东北地区
煤炭供应。

为确保煤炭早日送达，切实
解决东北地区燃“煤”之急，确保
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榆林销售公
司及时成立保供稳价工作小组，
制定保供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统
筹协调矿方、路局、用户和运销集
团港口办四方之间的“产、运、
销”衔接配合，合理调配资源，优
化车辆调配，利用“公、铁、水”多
式联运模式，积极组织煤炭外
运，全力保障东北地区供热供电企
业的民生需求。（李红艳 陈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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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8日，中共
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学习
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发布了
《关于全省“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工作优秀供稿单位和优秀
个人的表扬通报》，陕煤集团
获评“优秀供稿单位”荣誉称
号，全省仅四家省属企业获此
荣誉。

“学习强国”是中宣部主
管主办的由 PC 端、手机客户
端两大终端组成的学习平
台。自该平台上线以来，陕煤
集团把学好用好“学习强国”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
大政治任务，作为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的重
要举措，作为互联网时代强化
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的创新
探索，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印
发《关于推广使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通知》，各单位党
组织进一步增强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搭建学习组织架构，
迅速组织全体党员职工下载、
注册、登录和使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确保实名注册、上
线学习实现全覆盖。同时，集
团积极对接、主动作为，全力
支持和配合“学习强国”陕西
学习平台与省国资委年度重
点工作，积极参加“我和我的
祖国”“永远跟党走”“我心目
中的英雄”“劳动者风采”“致

‘学习强国’的一封信”等主题
宣传活动，主动组织采写党史
学习教育、脱贫攻坚、我为群
众办实事、工匠风采等稿件。

自向“学习强国”陕西平
台开展供稿工作以来，陕煤集团充分运用“学习强国”
平台内容新、受众广、传播实效强的优势，主动作为，精
心策划，积极组织陕煤集团各级单位通讯员向“学习
强国”平台投稿，一大批反映陕煤各板块成绩、科技创
新、优秀职工风采的新闻稿件、短视频作品被采用，
投稿数量和签发数量均在全省国资系统各单位中居
于前列。“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已成为展示陕煤集团各
级单位经营发展成绩和优秀职工风采，扩大对外美誉
度和影响力的重要窗口。 （梁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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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陕煤集团黄陵
矿业公司主导完成的“煤与油型气共生矿
区安全智能开采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陕煤集团作为第一牵头单位，在科
技领域获得的国家级最高奖项。

黄陵矿区位于黄陇煤田，煤与油型气
共生，开采条件复杂，致灾因素多、危险
性高。尤其是油型气具有隐蔽性、突发性
和涌出量大等特点，是安全高效开采最突
出的制约因素。

为解决这一重大难题，实现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黄陵矿业通过自主创新，不
断探索实践，揭示了含煤地层和采掘扰动区
油型气分布涌出规律，创新了“预—探—抽”
一体化精准防治技术，释放可安全开发的煤
炭资源超过 1.2亿吨；发明了油型气不均匀
涌出工作面连续高效开采方法，研发了超
前预测多机联动智能控制系统，首创了煤
与油型气共生矿区安全高效智能开采技术
体系；研发了适于煤与油型气共生的智能
开采配套装备，制定了智能化开采技术和管
理标准体系，建成了首个国家智能化开采示
范基地，形成了智能开采“黄陵模式”。

该项目消除了油型气威胁，减少油型气

防御面积30%，生产效率提高20%，人员减少
70%，解决了煤与油型气共生矿区安全高效
开采难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回采超过 40
个综采工作面，产量超过1.1亿吨。

经过科研团队的不断攻关和突破创
新，该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
专利 34 项，制定国家企业标准 6 项，发表
论文 37 篇，先后获得省部级奖励 4 项，项
目整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引领了煤炭
智能化开采技术和煤炭行业的快速发展。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是我国科技界
的年度盛事，会上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更是中国科学界的桂冠。此次荣获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是对陕煤集团坚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
略，不断提升安全科技装备水平的充分肯
定。经过多年发展，陕煤集团所属的黄陵
矿业公司在“智能矿井、智慧矿区”建设
中，实现了多个全国首家、行业第一：全国
首家实现智能化开采，率先实现薄、中、厚
煤层智能化开采全覆盖，发布煤炭行业智
能化开采技术标准，建立了首个“透明地
质”精准开采工作面，首创“AI+NOSA”智
能风险管控体系，引领了煤炭生产方式变
革，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贡献了“黄陵力
量”，彰显了“黄陵担当”。 （李金玲）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本报讯 近日，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征文活
动”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陕煤集团所属各
单位共计 22部作品获奖，陕煤集团工会荣获
优秀组织单位。其中，《引一脉党建之魂铸一
流陕煤宏图》《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党
徽在胸责任在肩》《煤魂》四部作品分别获一

等奖；《疫情中的大“家”由我们守护》《母亲
的诊所》《一个生态水泥人的十年朴素生态
情》《在“百年党史”中悟道“干事精神”》四部
作品分别获得二等奖；《百年征程再出发，砥
砺奋进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争创三个一
流》《两次参军为报答》《岁寒情谊暖扶贫迎
春风》等十四部作品分别获得三等奖。

本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征文活动”通知一经发出，陕煤集团工会高度
重视、广泛动员，对作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确保主题鲜明，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所属
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也纷纷开展了不同层
级的征文活动，广大职工用文字记叙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年来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建立

的丰功伟绩，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企业几经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
成就，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职工
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展现出了广大干部
职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对能源产业的真挚热爱，用实际行动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王谋 李晓会）

陕煤集团多部作品在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征文活动中获奖

本报讯 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省总
工会关于帮助职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的
工作部署及要求，帮助职工实现“上班带
娃两不误”，陕煤集团工会大力推动“爱心
托管班”建设工作，先后建成了实业集团
暑期爱心托管班和新元洁能托儿所、北元
化工职工家属夏令营共 3 个“陕西工会爱
心托管班省级示范点”。近期，经集团公
司工会女职委择优推荐、省总工会互检组

互检，所属府谷能源新元公司爱心托管
班、实业集团合阳县西交幼儿园暑期托管
班又被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授予

“2021 年陕西工会爱心托管班省级示范
点”荣誉称号。

据悉，府谷能源新元公司工会为了帮
助职工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创新工
作思路，拓展服务模式，于 2018 年 9 月建
立爱心托管班。为方便职工上下班接送

幼儿，托儿所设在职工生活区文体活动中
心一层，现已接纳职工子女 60 余名。实
业集团托管的合阳县西交幼儿园于 2020
年 7 月投入使用，设活动室、舞蹈室、阅览
室、绘画室、感统训室等功能区，根据孩子
的年龄段和成长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品
格培养、能力拓展和其他综合实践课堂。
2021 年暑假，为园区职工子女及附近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近 200 人提供爱心托管服

务。爱心托管班填补了假期孩子无人看
护照管的空白，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现实
难题，让职工安心工作，无有后顾之忧。
在今后工作中，陕煤集团工会将继续按照
职工有需求，工会有响应有目标，为职工
及其子女提供更多优质、暖心的服务，不
断推动职工子女托管工作扩面提质，为做
实做细三孩生育政策下女职工服务工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 （兰健 李慧杰）

陕煤集团所属两单位假期托管班

荣获2021年陕西工会爱心托管班省级示范点称号

陕煤供应链公司成为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
本报讯 10月 28日，经过海关严格审核认证，陕西陕

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为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
业，标志着该公司拥有国际通关“金字招牌”，具有“海关
最便捷、国内最优惠、国际最认可”海关最高通关便利优
势，对于健全公司进出口管理体系，以高标准的合规理
念助推公司全球进出口贸易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是该公司实现与国际 AEO 接轨，准备全面实施国际
化战略的新跨越，为高信用、高品质的企业形象传递全
球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AEO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
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重要制度，旨在对信用状况、守
法程度和安全措施良好的企业实施认证认可。据了解，获
得高级信用认证的 AEO 企业，享受海关提供的最低查验

率、免除担保、优先通关、最少稽查频次、专设企业协调员
等优惠措施，能有效降低企业港口、保险、物流等贸易成
本，提高国际认可度。

陕煤供应链坚持“一核一本、两支撑、两驱动”发展战
略，深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立境外新加坡子
公司，立足煤炭和油品贸易，持续推进“买全球、卖全球、享
全球”战略观，向亚太区域国家提供煤炭出口或转口贸
易。2021年，首单进口 7万吨焦煤顺利抵达卸港鲅鱼圈，首
单进口 6万吨铁矿石抵达卸港黄骅港、首单进口 3万吨甲基
叔丁基醚抵达南通港。此外，依托数链科技、易煤网等交易
平台合作建立了全球化数字化煤炭网络，内部建立 ERP系
统和报关系统，从采购、运输、销售、报关等全方位实时管
理，布局全球，打造完善可信的信用体系。 （杜慧玲）

本报讯 自 10月份以来，面
对国内煤炭供应日趋紧张形势，
为助力陕煤集团坚决贯彻落实
能源保供战略部署，宝鸡华海公
司高度重视、立刻行动，第一时
间拿出有效措施，吹响“集结号”
全力打好煤炭运输“保供战”。

宝鸡华海公司现有 2000 辆
敞车，发往西安、广铁、武汉、郑
州局，保供陕煤集团长协客户。
近日来，西安局空车紧张，下游
合作电厂库存偏低，敞车已满负
荷运转。在此形势下，宝鸡华海
公司积极与西安铁路局集团公
司、运销集团加强合作，从呼和
浩特铁路局集团公司租赁 700
辆“C70”敞车，力保第四季度对
中长协客户的供应，确保陕煤集
团解决各地保供燃“煤”之急。

下一步，宝鸡华海公司本着
讲政治、顾大局、保安全的原则，
积极发挥车辆管理优势，加大协
调力度，在确保车辆安全运行的
前提下，提高车辆周转率，增加
铁路发运量。同时，新租赁的
700辆敞车由公司运输部合署办
全体人员实行 24 小时盯控，
100%完成发运计划，为煤炭市场
的供应提供运力保障，为集团能
源安全供应贡献华海力量。

据悉，11 月 2 日凌晨 4 点，
首列满载 3360 吨的煤炭列车，
已通过浩吉线，由靖边北发往
武汉局江陵站。 （何鑫 张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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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日产量再超1160万吨

本报讯 进入11月份，全国煤炭产量继
续呈现高位增长态势。据了解，11 月 2 日，
全国煤炭日产量达到 1167 万吨，接近今年
产量最高峰值，为今年以来产量第二高峰，
较 10月初增加约 100万吨。随着各项增产
增供措施持续落地见效，全国煤炭日产量
有望突破 1200万吨。 （钟经）

行业信息

本报讯 上市短短 4 个月，神木煤化工富油公司
采用自主开发的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制环烷基油技术
生产的甲基环己烷产品，以 2.7 万吨/年的产能迅速占
据国内市场 85%的份额，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甲基环
己烷生产商。

甲基环己烷是一种无色有机溶剂和萃取剂，具有
低毒性，可溶于乙醇、乙醚，且不溶于水，可被应用在
涂料、橡胶、清漆用溶剂等产品中，用作油脂萃取剂。
此外，还可以用于有机合成，用作溶剂和分析试剂。
随着全球绿色发展趋势，甲基环己烷凭借低毒和环保
的优点，在全球以及我国得到广泛应用。

2018 年 9 月，神木煤化工富油公司总投资 38.3 亿
元的 50 万吨/年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制环烷基油项目开
始建设，并于 2021年 5月上旬建成投产，公司自此步入
发展快车道。该项目生产销售煤基特种燃料、环己烷
系列化工品、轻质白油系列产品、工业级白油系列产
品、橡胶增塑剂系列产品、冷冻机油系列产品、变压器
油系列产品、燃料油品、煤焦产品等 10 大类 30 余种精
细化、高附加值煤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军
工、航空航天、医疗及生活用品等领域。它的成功实践
将有效弥补国内环烷基原油资源稀缺。 （白雪蓉）

神木煤化工富油公司

成为国内最大甲基环己烷生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