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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编审：陈新锋 责任编辑：邵月平 美术编辑：刘洋

◎本报记者 李毅 实习记者 陈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
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从智慧矿山的生产一线，到绿色工厂
的技改现场，再到新能源项目加速推进
……进入四季度，徐矿集团广大干部职工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推动产业链提档升级，一个个促进绿色
转型发展的新项目、新工程火热建设，为百
年徐矿再添新“绿”注入澎湃动力。

向光而行绘“绿”景

内部全面落地、遍及江淮大地、走向全
国各地……徐矿集团坚持先立后破的原
则，向光而行、追绿逐梦，推动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新能源项目全面起势，一幅绿意更
浓的转型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冬季空气云层稀薄，阳光穿透力强，
正是光伏发电的‘丰收期’！”天刚蒙蒙亮，

苏能（贾汪）光伏发电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胡
小龙就与工友们爬上位于贾汪高新区的徐
工配套产业园厂房屋顶，查看光伏发电项
目的建设进度。

在这里，一个每年可产生约619万千
瓦时清洁电能的“光伏矩阵”已初具雏形，
技术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电缆的敷设
接线与逆变器的安装调试，为最后的并网
验收做好收尾工作。

与此同时，江苏省能投公司新能源开
发部部长李丹正带领部门成员按照开发、
并购双线并进的思路，全力推进光伏项目
开发。

“最近正对接几个省外光伏项目，虽然
很忙，但乐在其中。”每个人同时负责好几
个项目，白天打电话对接，晚上编写方案，
走到哪里都会随手带份材料看，这样的工
作节奏他们早已习惯。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光伏发电项目立
项40个，开工建设4个，建成并网发电项目
6个。风电、储能、氢能等多种形式的新能

源起步顺利，多个项目正在申报中。”随着一
幅幅徐矿新能源发展“规划图”成为“实景
图”，李丹露出了自豪的笑容，“下一步，我们
将立足省内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抢抓省际
能源合作机遇，加快新能源产业探索，更清
洁更高效服务能源安全保障。”

清洁利用换“绿”颜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在当前能源
供应体系中依然是不可或缺、地位重要，徐
矿集团坚持以低碳循环为关键、以节能减
排为根本，大力推进煤炭清洁生产与高效
利用。

在张双楼矿智能储煤棚，深蓝色的巨
型“穹顶”下，一辆辆运煤卡车通过精煤装
车站智能“检票”后，依次“入场”，自动装
车。车辆出发前，智能洗车机还会喷出水
雾为车辆洗去浮尘，整套装运过程无人参
与、一气呵成，既减少了煤炭损耗，又促进
了周边地区环境治理，企业形象得到进一
步提升。

从智能化开采，到清洁化储选，再到综
合化利用，像张双楼矿一样，一座座“智慧
矿山”在徐矿版图上拔地而起，构建了煤炭
清洁生产的新模式，迈上了“是矿不像矿、
产煤不见煤、挖煤不烧煤”的绿色转型之
路。

在徐矿电力板块，一场场有关燃煤机
组节能降碳的技术改造也在火热进行中。
在徐矿综合利用发电公司#1锅炉烟气再
循环改造项目现场，只见吊车挥舞机械臂，
将一根根长度近40米、重达9.96吨的管道
安装到位。正在现场指挥的技术支持部汽
机专工李文中顾不上满身的油垢灰尘，爬
上网架，勘察风机管道的焊接安装情况，确
保改造建设蹄疾步稳。

“改造完成后，机组不仅能在30%负
荷深度调峰下稳定运行，而且可以大幅度
降低煤耗以及大气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平均浓度，让徐州的天空更
蓝，空气更清新！”李文中话语间满是对未
来的“绿色”憧憬。

本报讯（记者 邵月平）11月 24
日，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
振会见南京银行副行长刘恩奇一行，
双方就深化银企合作，推动共赢发展
进行了深入友好交流。

冯兴振对刘恩奇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感谢南京银行长期以来对
徐矿集团转型发展的支持。在简要
介绍了徐矿集团历史沿革、转型发展
及产业布局情况后，他说，南京银行
致力于成为中小银行中一流综合金
融服务商的战略愿景，始终坚持做强
做精做出特色，推动业务平稳较快增
长，风险管控不断加强，资产质量稳
定优异，经营效益稳步提升，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一直以来，徐矿集团和
南京银行不断深化融入融合，用心用
情推动共赢发展，银企合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当前，徐矿集团进入了由老
矿区成功转型向加快绿色转型、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开创更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期待双方以此次会谈为契
机，秉持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
通过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实现银企
共赢，展现国企责任担当，推动双方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行业前列，为

“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

刘恩奇称赞徐矿集团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成功走出了资源枯竭型企
业转型重生之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徐矿集团满腔
家国情怀履行社会责任，在能源保供
关键时期扛稳扛好服务能源安全保障的重任表示钦佩。刘恩奇
说，徐矿集团产业基础雄厚、综合优势明显，正开启绿色转型新
征程、向世界一流企业进军，进入了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是
优质的合作伙伴。南京银行将主动作为，对接徐矿集团转型发
展需求，进一步拓展合作路径、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层次，全
力以赴提供更优质、更优惠、更精准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徐矿集团总会计师陈宁，董事会秘书陈伟东；南京银行徐州
分行行长黄咏花、副行长朱明山等参加活动。

近日，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展现新时期党员的担当作为，以昂扬奋进的
姿态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张双楼矿组织30余名党员深入井下开展义务劳动。

通讯员 辛峰 摄

本报讯（记者 苏春生）近
日，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
2021年度“中国好技术”评选
结果出炉，徐矿集团申报的
《衰老矿区松散含水层下残煤
资源回收上限关键技术与应
用》《厚表土立井井壁环境因
素耦合作用破裂机理及综合
治理技术研究与应用》两项创
新成果上榜。

近年来，徐矿集团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抓好科技创
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三个关
键，实施科技+资本、改革+对
标、低碳+智能“三大行动”，助

力百年徐矿实现了强起来历史
性跨越。徐矿集团上榜的两项
创新成果，对于保障徐州、两
淮、鲁西及豫东等煤炭基地的
可持续开发，促进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据了解，“中国好技术”征
集活动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
协会联合全国各级生产力促进
中心片区、协会、相关机构和企
业共同发起和开展，旨在更好
地推动科技创新，激发创造活
力，促进成果转化，展示中国品
牌。

本报讯（记者 邵月平）为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安委会
统一部署，针对冬季低温、雨雪、冰冻、大雾
等极端天气频繁，影响安全生产因素增多，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的特点，徐矿
集团决定从即日起在全集团开展冬季安全
生产专项治理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安全重点，突出风
险防范，排查整治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
线，确保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其重点治理内容涵盖煤矿是否严格落
实冲击地压、瓦斯、水、火、煤尘等重大灾害

综合防治措施，执行沖击地压危险作业区
域“二道门”制度，做到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能上尽上等5个方面。电力包括冬季消防
水系统是否投入正常，防寒防冻措施是否
到位等4个方面。煤化工包括是否组织开
展全面的冬季安全生产自查活动等4个方
面。建筑施工包括是否存在违法转包分
包、以包代管、安全投入不到位、安全保障
体系不健全等4个方面。加工制造及生产
经营包括仓库内是否使用明火，所有电线
是否穿管固定敷设等4个方面。消防及危
险物品包括是否违规锁闭、封堵、占用、堵

塞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等7个方面。职业
健康及供热供暖包括是否按要求配备防低
温、防冻伤职业病防护设施等7个方面。
特种设备包括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等特种
设备性能、状况是否完好可靠等 3个方
面。铁路包括是否落实铁路沿线安全环境
治理联合巡查工作要求，针对冬季天气特
点加强重点隐患排查和联合治理等2个方
面。

徐矿集团要求各单位强化“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
力，统筹抓好能源保供、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工作，在全面梳理总结安全生产百日
攻坚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针对冬季防范重
点，研究制定务实管用的实招硬招，切实
摸清底数，堵塞漏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拧紧责任链
条，紧盯重点问题强化治理，一抓到底，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严格检查督
导，细致排查危险源、高风险作业、易燃易
爆设施等各类“不放心点位”，绝不放过任
何一个风险隐患，做到隐患见底、整治彻
底，确保专项治理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本报讯（通讯员 谈聪）近
期，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发布了“2022中国服务
业企业500强”榜单，江苏省煤
炭运销公司位列榜单第 339
位，较上一年度提升96位。

2021年，江苏省煤炭运销
公司围绕“推动大集中、实现大
贸易、服务大保障”的目标要求，
高标准推进平台建设和人才队
伍建设，高站位服务能源安全保
供。公司及下属企业去年全年

实物贸易收入大幅增长，圆满完
成了100万吨应急煤炭储备任
务，服务江苏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不断增强。此次入围“2022中
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展现了
专业评审机构对公司发展能力、
发展水平的认可。下一步，该公
司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
国企改革、对标一流、风险防范
提能工作，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不断增强服务江苏能源安全
保障能力。

以绿为底绘“丰”景 创新赋能谋发展
——徐矿集团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坚定不移推动绿色转型实现新突破

聚焦安全重点 守牢底线红线

徐矿集团深入开展冬季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

徐矿两项创新成果
问鼎“中国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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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煤炭运销公司
“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再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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