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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在陕西建工控股集团的建
筑工地上，到处可以看到“向善而建”的醒
目标识，今年他们将继续践行这一理念。

“向善而建”，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良
传统，体现了尽善尽美、追求卓越、精益求
精、建造精品的工匠精神，充分展示了企业
的价值观和责任担当，弘扬了开拓奋进的
时代精神。

“向善而建”，反映了诚实可信、英勇善
战、敬业奉献、善作善成的铁军作风。几十
年来，该集团以“出手必须出彩，完成必须
完美”的匠心大爱，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
超的建筑技艺，做到善行天下，筑梦至美，
创造了一系列优质名牌工程，树起了一个
个闪光的品牌，深得社会的信赖。

他们承建的中国西部交大科技创新港
工程，52个单体建筑，建筑面积159.44万平
方米，全部获得鲁班奖，成为全国面积最大
的群体鲁班奖工程。前不久，该项目又斩
获在荷兰举行的国际项目管理协会颁发的

“国际卓越项目管理大奖金奖”，为国家赢
得了荣誉。

“向善而建”，体现了团结友善、宽厚待
人、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企业情怀，他们
处处为用户着想，坚持建一处工程，交一方

朋友，拓一方业务，播一路春风，展现出和谐、善良、友好
的企业风范。正是有了“善”的行为准则，企业才蒸蒸日
上，不断发展，一路领先。

“向善而建”，还体现了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
然、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他们大力加强文
明工地建设，坚持发展绿色建筑，坚持绿色文明施工，促
进企业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以仁爱之心，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让创建的建筑为大地生辉、为自然添彩，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向善而建”，是一种品质，是一种美德，是永绽光芒
的精神底色。今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需要
的是大格局、大胸怀，以“向善”为行动目标，以“质量”为
立身之本，坚持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奉献更多的优质工
程，这是时代价值的体现，也是企业走向成功的一条必由
之路。

“向善而建”值得点赞！

□王雄文

□本报记者 胡建宏
通讯员 卫庆华 汪琳

“从 2013年至今的十年里，陕煤集团
资产总额从 3485亿元到 7200亿元，增长
1.1倍；营业收入从1500亿元到5100亿元，
增长2.4倍；利润总额从13.3亿元到603亿
元，增长 44倍；总资产收益率从 0.01%到
6.8%，净资产收益率从 0.07%到 22%，分别
增长679倍和313倍。资产负债率从80.4%
降到了65%。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2.1万元
到 98.6万元，增长 3.5倍。大数据指标已
经远高于世界500强平均水平。”

1月 18日，在陕煤集团召开的三届二
次职代会暨 2023年工作会上，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照乾表示，目前，陕煤集团有高
级技能人才1.37万人，高端技能人才3586
人，中高级管理人才 3600余人，构筑了人
才成长新高地。年人均工资已从 5.69万
元增长到 14.6万元，打造了人才和企业
发展命运共同体。陕煤历经七旬沧海桑
田，既有青春飞扬的现代活力，也有多元
碰撞的交叉融合，更有丰富积淀的历史
厚重。陕煤精神文化体系和企业的高质
量发展，也增强了陕煤人发自骨子里的
自豪感、荣誉感……

话音刚落，会场里，职工代表掌声响
彻大会礼堂。

“2022 年，陕煤全年实现营收 51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9%，利润 603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3.4%。规模效益双
双跃上新台阶，创集团成立 18年来历史
最好成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该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严广劳在会上
说，陕煤连续8年入围世界500强榜单，位
列2022年世界500强第209位。

会场上，职工代表们掌声齐鸣……
2022年，是陕煤集团奋楫笃行，向绿

增效，全力推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再上新
台阶的一年。该集团各产业板块有效实
现了提质、稳量、增效目标。煤炭产销量
跨上 2.3 亿吨，各类化工产品产量接近
2000万吨，发电量突破 500亿度，粗钢产
量保持在 1200万吨水平，其他实物量指
标稳中有进。

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陕煤
集团 120项改革指标和 48项改革任务全
面完成。125户企业实现外部董事占多
数，279户企业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蝉联 2021年、2022年全省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考核A类（第一名）。同时，
陕煤集团全面发力“双智”建设，在行业率
先开展数据标准化治理和智能专网建设，
上线运行智能矿井地质保障等 8大智能
信息系统，并入选工信部“2022特色工业
互联网50佳”榜单。7处全国首批智能化

示范煤矿通过国家验收，彬长、黄陵等 5
个智慧矿区先后建成，智能化产能占比达
99%。化工板块各企业先后建成人员定
位系统、智慧安监系统、机器人巡检系统
等 30个智能工厂项目。电力板块全系统
实现一键启停，煤质化验、化水系统等多
环节实现无人化操作或值守。

在积极推进绿色转型方面，全年投入
资金 18.3亿元，实施 94项设施提标改造
工程，钢铁、水泥、电力等板块企业已实现
大气主要污染物超低排放，龙钢公司和建
材科技富平公司达到环保绩效A级，陕化
和渭化公司达到B级。累计建成 27处绿
色矿山，蒲洁能化等 6 家单位荣获省级

“绿色工厂”。
在技融双驱叠加成长方面，德国、日

本技术研究院相继落地，六大研究院、
七大产业示范基地与秦创原 30 亿元基
础研究创新基金，联合搭建的“7个国家
级+50个省级”科研平台，正在发生耦合
与聚变，累计组建科技经纪人团队 81
个，组建引进 6 支“科学家+工程师”队
伍，积极推进 249 项基础研究项目和 10
个工业化示范项目，全力打造原创技术

“策源地”。
杨照乾在会上表示，陕煤肩负着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厚重责任，肩负着为
国家现代化提供基础能源保障的历史使

命。作为一家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必
须跟上时代节拍，乘势而上、迎难而求，
在 满 怀 信 心 完 成“ 十 四 五 ”确 定 的

“16555”发展目标基础上，到“十五五”
末，也就是 2030 年，陕煤发展的总体目
标是实现“六个一”，即达到年营业收入
1万亿元，资产总额 1万亿元，A股市值 1
万亿元，年利润总额 1千亿元，企业稳居
世界 500强前 100位，全面跻身世界一流
企业。”

此刻，会场上已经沸腾，职工代表们
个个精神振奋、蓄势待发……

职工代表、陕化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贾健喜兴奋地说：“杨董事长
的讲话全面客观、战略清晰、目标明
确。尤其是对弘扬企业家精神、体制机
制、加强党的建设、文化治企、提升职工
生活品质、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等方面具
有深远的考虑，深厚的情怀，站位高，格
局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新征程上我们
一定抓好落实，为实现‘六个一’目标贡
献力量！”

当前，陕煤集团坚持“以煤为基、能材
并进、技能双驱、零碳转型、矢志跻身世界
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达到“产品
卓越、品牌卓越、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
世界一流企业，现已为打造“百年老店”，
奠定坚实基础。

十年里，资产总额从3485亿元到7200亿元；年人均工资从5.69万元增长到14.6

万元；现有高端技能人才3586人；120项改革指标和48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联合搭

建的“7个国家级+50个省级”科研平台，正在发生耦合与聚变……

陕煤集团：为打造“百年老店”奠定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19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
白皮书指出，中国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
立后破、通盘谋划，在不断增强能源供应保障
能力的基础上，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提升，能源结构绿色
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白皮书介绍，中国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
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积极稳妥发展海
上风电，积极推广城镇、农村屋顶光伏，鼓励
发展乡村分散式风电。以西南地区主要河流
为重点，有序推进流域大型水电基地建设。
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能、地热
能和海洋能，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
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坚持创新引领，
积极发展氢能源。

截至 2021 年底，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由
2012年的 14.5%升至 25.5%，煤炭消费比重由
2012年的 68.5%降至 56.0%；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突破 10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
44.8%，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超 3
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

白皮书指出，中国提高化石能源清洁高
效利用水平。以促进煤电清洁低碳发展为目
标，开展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
热改造“三改联动”，新增煤电机组执行更严
格节能标准，发电效率、污染物排放控制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推动终端用能清洁化，推行
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替代煤炭，积极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成品油质
量升级专项行动，用不到10年时间走完发达
国家30多年成品油质量升级之路，成品油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效减少了汽车尾气
污染物排放。

本报讯 （沈谦） 1 月 18
日，笔者从陕西省汽车工业协
会获悉：2022年，陕西汽车产
量达 133.8 万辆，创历史新
高。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汽车产量排名中，陕西
从 2021年的第 13位跃升至第
8 位，汽车产量同比增速达
66.9%，居全国第一，高于全国
平均增速 64个百分点。全省
汽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产
值、增加值增速均大幅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2022年，我省新
能源汽车产量达 102万辆，居
全国第二；同比增长 272%，高
于全国 175个百分点，产量同
比增速居全国第一。我省新
能源汽车产量已占全省汽车
总产量的 76.2%，占全国新能
源汽车总产量的14.5%。

目前，新能源汽车已成为
陕西汽车高速增长的主引擎，
发展后劲十足，全省新能源汽
车产量增速及规模增速在国
内居于领跑地位。陕西新能
源汽车龙头企业西安比亚迪
2022年汽车产量达到 100.8万
辆，同比增长 145.4%，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99.5万辆，
同比增长 270.4%，实现整车产

值 136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9.7%。西安比亚迪对全省
汽车产量的贡献率从 2021年
的 40.5%，上升至 2022 年的
75.3%。如今，陕西已成为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最
大的生产基地。截至 2022年
底，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已在
陕西布局相关企业超过20家，
大力推进乘用车产业链快速
延伸，吸纳了锂电池、云轨系
统、半导体等制造企业，逐步
形成了包括乘用车、商用车、
电机、动力电池制造以及汽车
金融等产业在内的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格局。

据省工信厅汽车工业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陕
西汽车产业链得到快速延伸，
产业链上，有 1户企业产值首
次突破千亿元，有 2户企业产
值首次突破百亿元，有 3户企
业产值首次突破 50亿元。汽
车产业已成为 2022年陕西工
业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制
造业领域，我省汽车产业已呈
现出产业发展最稳定、产业增
速最突出、产业投资最活跃、
产业活力最显著、产业未来最
明朗的良好态势。

本报讯（梁少飞 曹明）近日，大唐秦岭发电有限公
司大荔 200兆瓦农光互补发电项目首批 100兆瓦发电单
元于2022年12月30日成功并网发电。这也是国家“十四
五”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渭南 3.5GW新能源基
地首个投产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大荔县官池镇和韦林镇，总占地
面积 5833亩，全容量建成后年平均发电 31000万千瓦时，
年均等效峰值利用小时 1310.1小时。项目运行后，预计
每年可节约标煤9.59万吨，减排二氧化硫50吨、二氧化碳
26万吨、氮氧化物约56吨。

据了解，该项目自 2022年 8月开工以来，大唐秦岭发
电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三全四零”安全理念，强化三级安
全管控，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以“六规”为抓手，重点
加强重要设施、重要工序、特殊作业、危险作业旁站监护
和提级管控。在工程建设中，该公司不断树牢“日清、日
结、日进”工程建设理念，提前制定“保投产、创精品”专项
攻坚方案，并成立土地交付、物资催缴、送出工程、并网办
理4个攻关小组，实现了项目提前并网发电。

春节前夕，中铁西安局宝鸡供电段组织电力线路工前往宝鸡东站编组场，完成照明
灯桥及灯塔维护工作。随着经济回温，铁路系统也将承担更多压力和责任，为提高运输
效率，该段职工每天步行3万多步，穿梭于编组场中，白天登高爬低检修灯具，夜晚徒步
巡视查看照明，这成了他们这个春运的常态。 □赵涛 赵悦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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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总产量133.8万辆，增速全国
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量全国第二

2022年陕西汽车产量创历史新高

□张磊

近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22第十
二届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榜单揭晓，中铁高
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电
气）荣登“高端制造产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
榜单。

高铁电气诞生于 1958 年，伴随着我国
“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等建设的
迭代升级而发展壮大。2018年3月28日在原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宝鸡器材有限公司基础上
完成股份制改造，整体变更为高铁电气。2021
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成为宝鸡市第五家上市公司，也是中国中铁旗
下目前唯一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整合资源
攻关硬骨头掌握话语权

2022年，是高铁电气上市后转型发展的
“开元”年。高铁电气对营销系统进行了重大
改革，进一步整合内外部经营资源，营销体系
在效率、效益、能力和服务上得到了全面提
升。大铁市场成果丰硕，地铁市场稳步攀升，
高铁市场披荆斩棘，轨外市场迎头赶上，海外
市场有所突破，成功中标哥伦比亚波哥大地铁
1号线，助力“一带一路”印尼雅万高铁建设。

2022年，高铁电气充分发挥科创板对国家
科技驱动战略的引领功能，强化创新策源，加速
资本融合，“科创属性”企业核心持续凸显。

该公司核心产品“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

品”入选工信部“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顺利通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021年
度复评审核，较上一年度提升 404名；授权专
利26项，其中发明专利授理8项；承担中国中
铁科研课题2项、中铁电气化局课题17项，自
立课题 34项。其中“时速 160千米架空刚性
接触网系统技术及装备研究”获第十七届“振
兴杯”全国青年职工技能大赛铜奖；“新能源
汽车铝合金副车架产品开发”通过中国中铁
科技成果评审；跨座式单轨接触轨供电系统
研究等 2个项目获中国中铁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低净空隧道腕臂定位装置获中施协第二
届工程建设行业高推广价值专利大赛一等
奖；直流 1500V架空刚性接触网供电装备远
销海外高端市场，非金属绝缘腕臂装置在轨
道交通供电领域取得突破。

降本增效
实施任期制激发新活力

高铁电气大力开展“一切工作到车间”管
理效益提升专项行动，以精益管理 7个“零”
为工作理念，解决生产制造中存在的难题，
降低企业制造成本；全面落实 6S管理，明确
生产单元和区域管理界限与责任分工，生产
现场作业环境得到改善，物料周转率显著提
高，生产现场精细化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提升履约供货
能力，获陕西省劳动竞赛优秀组织奖；高质
量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五无一小”目标。

开展“质量回访活
动”，为产品的改进
提供新的思路。其

“高铁电气研究中心
国铁所QC小组”被
评为全国优秀质量
管理小组。

高铁电气积极
推进党的领导融入
公司法人治理体系，
加强董事会建设、落
实董事会职权、保障
经理层履职，持续完
善“三重一大”决策
事项清单，不断厘清
各治理主体权责边
界；坚决执行经理层
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现全员绩效考
核并逐步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
减、职工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充分激发干部
职工干事创业活力；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管理提
升，初步构建现代化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体
系；申报的《国有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分拆上市管理》课题荣获第二十九届全国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企业获评“宝
鸡高新区成立30年杰出贡献单位”。

党建领航
落实新部署强化七全面

高铁电气党委坚持落实新时期混合所有

制国有企业党建要求和上级国资单位总体部
署，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夯实党建质量、
全面推进队伍建设、全面深化从严治党、全面
巩固舆论阵地、全面发挥群团作用、全面加速
党建融合，切实团结引领各级组织和全公司
干部职工锚定“十四五”发展目标守正创新、
奋楫笃行，为推动高铁电气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提供坚强政治、思想、组织保障。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高铁电气将围绕打
造世界一流的牵引供电装备研发制造商和
系统方案服务商，瞄准“技术创新引领者、智
能转型推动者、绿色发展践行者”的战略定
位，以实际行动践行“三个转变”，以高昂斗
志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大铁市场成果丰硕，地铁市场稳步攀升，高铁市场披荆斩棘，轨外市场迎头赶上，海外
市场有所突破，近日还荣登“高端制造产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榜单——

高铁电气：“科创属性”持续凸显

铸造事业部铸造工序正在生产新能源汽车副车架铸造事业部铸造工序正在生产新能源汽车副车架
零部件铸铝纵梁零部件铸铝纵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