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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采煤工作面现场不用人手动
操作，我在这里只需按下启动按钮，井下
工作面那边采煤机、 液压支架及运输机
等设备就能顺序启动， 完成煤炭的生产
作业， 采出的煤炭通过沿线的无人化集
中控制运输系统运达地面煤仓。 井下煤
炭生产、运输真正实现了‘有人巡视、无
人跟机’作业。 ”在华为山西（吕梁）大数
据中心的“智能矿山”展区，鑫岩煤矿综
采二队技术员何岭指着电脑监控画面向
记者介绍起他们新上的煤炭智能化开采
系统，“这些屏幕上显示的都是 40 公里
外矿井下真实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生产
画面。 ”

如今不少人对煤矿的印象仍旧停留
在“又苦又累又危险”的阶段，但实际上，
传统“煤黑子”的形象近年来已经发生巨
大改观，有的煤矿的技术先进程度更是远
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例如，5G 技术虽然现

实中还未广泛应用， 但吕梁的煤矿早已
“尝鲜”。

“5G 最大的特点就是‘网速快’，传输
一张照片， 在 2G 时代需要花很长时间，
到 4G 时已能瞬间实现， 而 5G 比 4G 网
速更是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能让成千上
万个规模庞大的数据瞬间传完， 使得无
人化、 少人化的智能矿山建设更易实
现。 ”鑫岩煤矿主体单位山西吕梁东义煤
气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伟林说，“要知
道，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这一要素具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如生病、瞌睡、闹情
绪等，很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客观来说，
‘每个人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点’。 采用
5G 技术建设无人化、少人化矿山，可以
减少隐患，既能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效率，
又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 所以，我们在鑫
岩煤矿的两个工作面全部应用了 5G 通
讯技术，让开采更智能、安全、高效。 ”

据介绍，通过智能矿山建设，鑫岩煤
矿 20 个固定岗位已经实现了无人值守，
符合国家“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
技强安的战略部署。

鑫岩煤矿不是唯一一家，在“煤海”
吕梁， 类似智能矿山建设试点正在加
速落地。 根据相关规划， 今年吕梁将
试点推进 2 座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 、
6 个煤矿智能化开采工作面项目 实
施，并将组织开展经验总结交流，以便
在全市推广。

吕梁市位于山西西部，全市含煤面积
1.14 万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 54.3%，保
有储量 420 多亿吨。 其中， 主要产于此
地、在炼钢中作用不可替代、因储量相对
较少而被誉为“国宝”的 4 号主焦煤储量
高达 114 亿吨， 上述鑫岩煤矿生产的就
是“国宝”煤。

“目前吕梁全市共有煤矿 129 座，总

产能超过 2 亿吨/年。 推动数量如此众多
的煤矿实现安全、高效、绿色生产，一直
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吕梁市能源局
局长白兔林说，“为此， 我们集中精力加
大了煤矿智能化建设力度， 并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例如，近年来全行业井下工作
人员数量已大幅减少， 工作环境得到显
著改善。 其中，有几家煤矿已成为全行业
标杆。 ”

“智能矿山建设也是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此前一个矿出
现安全事故， 全地区的矿都可能跟着
停产 ， 这肯定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
求。 所以，在‘十四五’期间，吕梁一定会
持续加快智能煤矿建设， 提高行业整体
科技含量和安全水平， 做好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为山西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作出应有贡献。 ”吕梁市
市长王立伟说。

“煤海”吕梁：智能化开采启航
■本报记者 贾科华

变革赋能未来 扶贫彰显担当

“2020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峰会暨能源产业扶贫成果研讨会”在京召开，入选“中国能源高质量
发展调研基地”名单的 22家企业授牌仪式及《能源高质量发展》杂志创刊仪式同期举行。 近百位代表
齐聚一堂，共话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和脱贫攻坚———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立己达人，兼济天下。
中国能源企业在坚守能源安全底线， 追求
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也努力补齐贫困
地区能源发展短板， 扛起脱贫攻坚的社会
责任。

“十四五”即将启程，处于深度转型变
革期的能源产业，也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
内外部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 在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键时期，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
能源报社主办的“2020 中国能源高质量发
展峰会暨能源产业扶贫成果研讨会” 于 9
月 9 日在京举行。

会议以 “变革赋能未来 扶贫彰显担
当”为主题，聚焦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以及
我国能源扶贫成就， 全面展示典型案例和
宝贵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国工
程院院士谢克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兼
职教授、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委员、 专职副理事长
王志轩等近百位专家领导及能源企业代
表， 围绕能源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
脱贫攻坚展开深入探讨。

高质量发展脚步从未停歇

截至 2019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15.3%，超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高达 39.5%，
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
到 3.6 亿、2.1 亿、2 亿千瓦， 较 2015 年分
别增长 12%、60%、365%， 规模和增速均居
世界之首；煤炭消费比重降至 57.7%，提前
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油气增储上产态
势良好，其中 2019 年天然气同比增产 160
亿立方米，增幅刷新历史纪录；油气、电力
体制改革走向深入，广受关注的国家油气
管网公司即将正式运转，2019 年全国完成
市场化交易电量 2.7 万亿千瓦时， 同比激
增 29%……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脚步从未停歇，

这些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 但能源产业
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

对此，杜祥琬指出，能源行业首先要
实现观念转换。 “能源革命本身就是观念
的巨大创新。 要创新能源安全观，重新认
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中东部能源发展
思路，进一步树立集中式和分布式结合的
观念， 并注重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
广结合。 ”

谢克昌认为， 当前需要因地制宜推

进区域能源革命， 这是能源革命向纵深
推进的必然需求， 也是提升能源保障的
重要抓手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 更是推进我国能源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精准扶贫中扮演重要角色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 能源是光明的事
业，扶贫是温暖的事业。

“能源行业贴近民生、 服务范围广、

覆盖地域宽，相比以往‘输血’式扶贫，能
源扶贫在提升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
方面有独特优势。 ”张玉清在致辞中进一
步指出，全国能源系统在精准扶贫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
解决贫困地区赖以生存的能源供给与
保障之外 ， 还依托自身产业链配套优
势，充分发挥“以项目带产业”的牵引辐
射作用和产业基金“四两拨千斤”的激励
推动作用， 不断开创中国式扶贫事业的
新局面。

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 能源企业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近
年来，国网从行业扶贫、定点扶贫、系统扶
贫等方面开展扶贫工作。 国网能源研究院
副院长蒋丽萍认为， 能源电力在脱贫攻坚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
到决定性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一级巡视员
吴华则认为， 光伏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大
政策创新， 光伏扶贫发展了产业扶贫新业
态，开辟壮大了贫困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径，
是给贫困人口的“阳光存折”。

优秀案例大量涌现

会议举办期间，同步启动了《能源高质
量发展》杂志创刊仪式，同时对 22 家入选
“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调研基地”名单的企
业进行授牌， 并揭晓了 “能源扶贫贡献单
位”“能源扶贫示范项目”“能源扶贫榜样人
物”榜单，共有 12 家单位、12 个项目、5 位
人员入选。

无论是自身高质量发展还是产业精准
扶贫， 能源行业涌现出大量成效突出的案
例、感人至深的故事。

西安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鹏飞、 神华准能集团采矿工程专业首席
专家刘玉福、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
司执行总裁刘连玉、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发展部副总监史宝义、 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罗晓
伊， 以及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兼市场总监侯玉菡等代表在会
上进行了案例分享。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编辑，中国能源报总编辑刘建林
表示，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能源类专业媒
体，《中国能源报》融媒体平台一直致力于
推动中国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传播能源
扶贫中的感人故事。未来将进一步与能源
界通力合作，发挥全媒体、多渠道、广覆
盖、融合传播优势，服务中国能源高质量
发展，宣介中国能源品牌。

2020 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峰会暨能源产业扶贫成果研讨会现场。 杨明峰/摄

欢迎订阅
2020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性产
业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以
其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
力 ， 成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
物。 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做出更
加专业 、权威 、好读的原创内容 ，
回馈广大读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
开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
持我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0 年
《中国能源报》，邮发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快
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本报记者 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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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扶贫贡献单位”“能源扶贫示范项目”“能源扶贫榜样人物”榜单同步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