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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条输煤管道带浆运行成功
世界规模最大，年输送精煤 1000万吨

■本报记者 武晓娟

资资讯讯

前8月全国煤炭采选业
利润同比下降 30%

本报讯 日前， 国家统计局发布消
息称，2020 年 1-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7166.5 亿元，同
比下降 4.4%， 降幅比 1—7 月份收窄
3.7 个百分点 。 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2336 亿元，同比下降 38.1%。其中，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362.7 亿
元，同比下降 30%；

1-8 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营 业 收 入 64.2 万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2.7%。 采矿业实现营业务收入 24072.5
亿元，同比下降 10.6%。 其中，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实现营业务收入 12414.4 亿
元，同比下降 11.2%。

此外，2020 年 1-8 月，采矿业营业
成本 17865.5 亿元，同比下降 5.4%。 其
中 ，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营 业 成 本
8851.8 亿元，同比下降 8%。 （郭彤）

安徽首座煤矿安全
监控实验室建成

本报讯 近日 ， 从安徽省煤矿安
全监控系统实验室建设座谈会上获
悉，安徽省第一座安全监控实验室在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潘四东煤矿建成
投用。

据介绍， 该实验室能够对定期升
井的设备仪器进行检修 、维护 、调校 ;
对甲烷、一氧化碳、温度等气体传感器
和分站、 电源箱等电气类设备进行日
常检修和校准检测 ; 对新购置或送检
返回的传感器在入井使用前进行 48
小时以上的预热 ; 对故障传感器或设
备进行排查、维修。

据了解， 潘四东煤矿安全监控实
验室是淮河集团监测监控工种技能鉴
定基地， 具有对所有设备仪器实行数
字化二维码全流程监管等功能， 可以
利用三维动画模式对新职工进行教学
演示， 同时具有模拟井下现场进行实
操培训等功能。 （林轩）

惠州港荃湾大型环保
公用煤炭码头投产

本报讯 日前， 惠州港荃湾港区煤
炭码头一期工程通过广东省交通厅组
织的竣工验收， 先后获得由广东省交
通厅颁发的港口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证书和惠州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港
口经营许可证， 标志着全国首个大型
绿色环保先行示范公用煤炭码头正式
进入运营期。

惠州港荃湾港区煤炭码头一期工
程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开工 ，2018 年
10 月 16 日完工， 年接卸能力为 1500
万吨。

项目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投资 2.6 亿元建设了两
座全亚洲最大的环保条形封闭煤仓，开
创了国内大型环保煤仓建设的先河，实
现了煤炭出入仓全封闭作业。 （钟新）

中国国储集团与包钢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日前， 中国国储集团与包
钢（集团）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包头市举行。

根据协议， 双方将以稀土为切入
点， 围绕稀土交易和稀土产业发展合
力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进一步规范稀
土交易。 双方将创建稀土交易平台，使
稀土的价格能够完全在市场竞争当中
形成， 不断地完善稀土的市场价格体
系，做到阳光交易，透明管理。 中国国
储将引进信息科技、发挥资本优势，与
包钢集团共同完善交易所运营， 共同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据中国国储集团党委书记陈义
和介绍，未来两企业还将就稀土领域
全产业链开展全方位合作 ， 强强联
合、互补互促，将稀土产业做深做精、
做大做强。 （荣森）

神东煤炭集团实现
5G+无人机智能巡检

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神东煤炭
集团上湾煤矿井下 5G+无人机智能巡
检系统，在 8.8 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工
作面顺槽皮带机巷试运行成功， 标志
着矿井智能化建设水平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按照神东煤炭集团 《智能矿山示
范工程建设方案》进度安排，上湾煤矿
积极推进主运输系统无人值守和智能
巡检项目。该系统按照嵌入式设计，通
过激光扫描定位的方式， 实现了无人
机在无 GPS 信号、无任何照明和复杂
电磁环境下的自主飞行、 自主导航和
自动避障、自动巡检，确保了主运输系
统设备音视频、 设备数据及异常情况
及时传送至地面监测监控中心， 为快
速进行设备故障诊断和下达检修指令
提供了科学依据。 （陈遥）

为深刻吸取重庆松藻煤
矿 “9·27”事故教训 ，着力提
升职工的安全意识，连日来，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组
织协安员深入采、掘、辅助基
层科区，开展了“自救互救记
心间，筑牢安全墙”协安宣教
活动， 带领职工全面了解掌
握自救、互救必知必会知识，
并现场示范如何正确使用自
救器， 进一步增强职工的事
故应急处理和自救互救能
力，夯实安全根基。 图为宣
教活动现场。

王莉/摄

加加强强安安全全宣宣教教 夯夯实实安安全全根根基基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 为进一步
规范煤矿劳动用工，提高煤矿从业人员素
质，近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能源局和中华全国总
工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劳动
用工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从规范劳务派遣用
工、规范从业人员工作时间、提高从业人
员工资待遇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
提出具体意见。

“煤矿井下工作岗位是煤矿企业主营
业务岗位，不得采取劳务派遣用工。 ”《指
导意见》要求各地区要摸清本辖区煤矿企
业劳务派遣用工情况底数， 制定详细计
划，按照保安全、稳就业相关要求，在不影
响煤矿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采
取以转为劳动合同制用工为主的方式，有
序将劳务派遣用工转为直接用工或实施
转岗， 推动煤矿企业在 2021 年底前逐步
取消井下劳务派遣用工。

《指导意见 》指出 ，煤矿企业要按照
《劳动合同法 》 中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
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的规定， 严格控制非主营业务岗位劳
务派遣用工数量和用工比例，到 2021 年
底前， 将比例控制在从业人员总数 10%
以内， 并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统一管理
和培训。

为降低劳动强度、 强化劳动保护、改
善作业环境，《指导意见》建议各地区推动
煤矿企业通过提高矿井机械化、 自动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大力研发应用煤矿
机器人，推行“一优三减”，鼓励有条件的
煤矿积极推行“四六”工作制等缩短单班
井下作业时间。

“井下作业人员每日工作时间（包含
从井口到作业地点往返时间等） 不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 确因
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从业人员协商
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

1 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
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 3 小时，但是每月
不得超过 36 小时。 煤矿企业安排井下作
业人员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依法安排补休
或支付加班工资。 ”根据《指导意见》，煤矿
企业应依法制定从业人员工作时间管理
制度，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
间、延长工作时间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 明确提
出“鼓励逐步取消夜班作业”。 各地区应
鼓励有条件的煤矿企业通过优化采掘设
计、 改进劳动组织、 升级装备技术等措
施，减少夜班作业，逐步实现取消非智能
化采掘工作面的夜班作业。 同时要求相
关部门对夜班取消采煤、 掘进作业的煤
矿， 按有关规定优先给予职业培训和技
能鉴定补贴支持。

四部门同时建议，各地区应积极引导
煤矿企业逐步提高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实

现工资待遇与劳动强度、 岗位贡献相匹
配。 并明确“加大工资收入向技能型人才、
井下一线和艰苦岗位人群倾斜力度，以较
为优厚的工资待遇吸引青年到井下一线
工作。 ”

此外，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指导意
见》 还要求各地区强化人员岗位匹配，推
动煤矿企业把好人员准入关，加强岗前和
在岗安全培训、技能培训等；结合高危行
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推动
煤矿企业加强校企联合，大力推进订单培
养、委托培养、联合办学、定向专业培养等,
到 2021 年底前基本实现 “入企即入校”，
变招工为招生。

为确保规范煤矿劳动用工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四部门要求相关部门制定本地
区规范煤矿劳动用工的具体实施方案，指
导督促辖区煤矿企业结合实际，制定规范
劳动用工的计划和措施，并严格监督检查
和联合执法。

9 月 20 日，按煤、水 1:1 比例配制的
常规煤浆经过 93 小时 58 分不间断输送，
从神渭输煤管道的起始场站陕西神木流
出，历经 727 公里最终流入蒲城终端大型
储罐，这意味着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煤科”）EPC 总承包，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陕煤化”）投资建设，世界规模最大、我
国第一条长距离输煤管道项目完成全线
投料试运行。

我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
始探索管道输煤技术，近四十年来，历经波
折、不断探索，终于在长距离管道输煤上取
得技术突破。 “四代煤浆管道人在中国建设
长距离输煤管道的梦想， 终于变成了现
实。 ” 中国煤科武汉设计院神渭管道输煤
项目总设计师涂昌德对记者感慨道。

穿越工程 1537 处
实现技术突破 20 余项

据悉，神渭输煤管道途经榆林、延安、
西安、 渭南 4 个市 18 个县 （区），83 个乡
镇、411 个自然村， 共有穿 （跨） 越工程
1537 处，设计年输送精煤 1000 万吨。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该项目全线共设
有 9 座地面场站，即 1 个首端场站、3 个终
端场站以及 5 个加压泵站。 同时，神渭管
道输煤工程全系统将供煤、制浆、泵输、储
浆、 脱水及生产辅助系统等都囊括在内，
是集煤炭加工、洁净运输、综合利用为一
体的大型工程。

业内人士指出，该工程实现了我国长
距离管道输煤关键技术的突破，不仅可以
满足渭北地区大型精细化工产业发展的
煤炭供应需要，还有望改善煤炭企业运输
瓶颈问题，进而改变煤炭运输方式过分单
一依赖铁路的固有格局。

“我院在 2008 年初向陕煤化提出建
设神渭管道输煤项目的设想，明晰了构建
采煤－管道运输－煤化工一体化发展的新
型物流体系思路。 陕煤化认为，采用管道
输煤可以有效解决集团在榆北大型煤炭
基地至渭北大型煤化工基地煤炭运输瓶
颈。 当年 11 月，陕煤化正式委托我院开展
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 中国煤科武汉

设计院管道工程院院长王铁力告诉记者。
王铁力介绍，这个项目已累计授权专

利 300 余项，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20 余项。
“其中， 重点解决了长距离输煤管道系统
多泵并联消震和减震技术、5 级泵站串联
同步技术、特殊地形高落差加速流防治技
术、管输煤浆颗粒级配技术、煤浆制备在
线浓度控制技术等技术难题，已处于世界
煤炭管道运输领域领先水平。 ”

克服诸多困难
实现中国造

“管道运输最大的优势在于占地面积
小，不受地形条件和城市规划限制。 随着
环保要求趋严，像煤炭这类有扬尘污染的
传统地面运输受限越来越多，管道可实现
‘运煤不见煤’的零污染、低排放运输。 ”王
铁力进一步指出，神渭输煤管道运输也实
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管控，在节省人
力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尽管管道输煤有诸多优势，但走到今
天可谓历经坎坷。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煤炭生产与
消费对交通运输依赖度很高。 上世纪 70
年代末， 相关产业部门主张立即开发，但
投资应另立渠道，不能占用矿井和电厂的
固有投资份额；另一种声音却认为用大量
资金投入风险较大的管道，不如多建设铁
路，就这样，管道输煤技术在不断争议中

蹒跚前行、一波三折，最后原国家计委确
定了吸引外资开发建设输煤管道的原则，
同时将管道输煤技术列入国家“六五”“七
五”科技攻关项目。 随后，多方专家围绕是
否选择“高浓度水煤浆”这一技术问题争
论数年，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常规浓
度”管道输煤才步入正常开发工作。 但数
条拟建的输煤管道，却由于种种原因戛然
而止。

在 2012 年底开始施工建设的神渭管
道，也是克服了技术难题、人才流失、多方
意见不统一等诸多困难，才逐步取得现在
的成果。

从 2008 年开始参与该项目的王铁力
自豪地告诉记者：“之前，输煤管道技术掌
握在美国、瑞典等国手中，现在，我们克服
了诸多困难，将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
手中，终于实现中国造。 ”

吨公里运费 0.115 元
助力打造新型物流体系

除了节能省地、绿色环保、安全可靠
等优势，王铁力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神
渭管道所经之处地势复杂， 平均每公里
造价不到 1000 万元，吨公里运输费用也
只有 0.115 元 ， 均远低于铁路和公路费
用，可为企业节省大量资金。 同时，封闭
环境下没有运输途中的煤炭耗损， 不受
雨雪、大风等恶劣气候条件影响，可保证

大型化工企业连续运行， 进一步为企业
节约成本。

据中国煤科武汉设计院介绍，神渭输
煤管道已成为陕煤化连接榆林、 延安、渭
南、西安等地的绿色工业大动脉，也为我
国管道输煤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远期，
将规划建设南下华中区域输煤管道，进一
步把输煤管道作为陕煤化建立新型物流
体系的重要举措。

“管道运输除了解决企业内部及企
业直接 ‘点对点 ’的煤炭运输问题外 ，还
有其他用武之地。 ”王铁力说，“‘最后一
公里’一直是铁路货运的难题，如何实现
‘门到门 ’运输也困扰着诸多企业 ，而灵
活使用管道运输，有望破解这一难题，成
为铁路运输的有益补充。 同时，输煤管道
还可以成为矿区固体废弃物、 充填材料
的运输载体。 ”

王铁力也向记者透露，目前该项目主
要针对煤化工用户， 煤浆不需要经过烘
干、脱水等工序即可直接使用。 下一步，中
国煤科武汉设计院将继续优化终端工艺，
以适应电厂、港口等更多用户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