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8 日， 淮北
矿业集团临涣选煤
厂一名女工在机械
加工车间自制加工
螺栓。 临涣选煤厂面
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形势和经济下行压
力 ，居安思危 ，牢固
树立 “过紧日子”思
想，各项支出精打细
算，从严从紧经营管
控 ，增强企业 “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内生
动力。 石启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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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打打细细算算““过过紧紧日日子子””

警惕和防止劳模创新工作室“内卷化”

资讯

国家能源局批复
新疆六煤矿项目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日前，国
家能源局发布通知称，为推进新疆大型
煤炭基地建设， 保障能源稳定供应，优
化煤炭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同意实施煤炭产能置换，建设昌吉
白杨河矿区天业煤矿、和什托洛盖矿区
小型煤矿整合区阿勒泰鑫泰矿业五号
煤矿、七克台矿区资源整合区二号整合
井田、准东西黑山矿区资源整合区北山
露天煤矿一期工程、伊宁矿区北区七号
矿井一期工程和伊宁矿区资源整合区
伊泰伊犁矿业公司煤矿等六个煤炭项
目，合计产能 1530万吨/年。

天业煤矿位于昌吉州呼图壁县，
总投资 17.01 亿元（不含矿业权费用），
建设规模 240 万吨/年，配套建设相同
规模的选煤厂， 项目单位为新疆天蒙
汇泽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鑫泰矿业五号煤矿位于塔城地区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总投资 4.69
亿元（不含矿业权费用），建设规模 120
万吨/年， 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
厂， 项目单位为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二号整合井田位于吐鲁番市鄯善
县， 总投资 8.94 亿元 （不含矿业权费
用），建设规模 120 万吨/年，配套建设
相同规模的选煤厂， 项目单位为鄯善
县泰金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山露天煤矿一期工程项目位于
昌吉州奇台县，总投资 6.03 亿元（不含
矿业权费用），建设规模 300 万吨/年，
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 项目单
位为新疆北山矿业有限公司。

七号矿井一期工程项目位于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伊宁县， 总投资 22.42亿元
（不含矿业权费用），建设规模 300万吨/
年，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项目单
位为庆华集团伊犁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伊泰伊犁矿业公司煤矿位于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总投资 20.89 亿元（不含矿业权费用），
建设规模 450 万吨/年，配套建设相同
规模的选煤厂， 伊项目单位为伊泰伊
犁矿业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局要求，上述项目均须按
照核准文件办理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等
相关手续，如需对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
的建设规模、重大技术方案等有关内容
进行调整，需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国家能
源局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各项
目均须按照批复进行煤矿产能公告，不
得批小建大、超能力生产。

陕煤集团 2020年
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日前， 从陕煤集团获悉，
2020 年，陕煤集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改革发展， 实现了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双胜利。 全年煤炭产量 1.95 亿
吨，同比增加 10%；化工产品产量 1870
万吨，同比增加 4.9%；粗钢产量 1320
万吨， 同比增加 6%。 实现营业收入
3400 亿元，同比增长 12.4%；利润总额
173 亿元，同比增长 10.2%；全年固定资
产投资 232 亿元， 超额完成了陕西省
国资委下达的任务目标。

为确保“十四五”高标准开局、高
质量起步， 陕煤集团确定 2021 年工
作目标是全年营收 3800 亿元， 利润
总额 180 亿元。 （徐宝平 汪琳）

新疆准东开发区首场
“云招商”签约 60亿元

本报讯 1 月 6 日，新疆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举办 2021 年首场 “云招
商”推介会。 经洽谈协商，最终，准东
开发区分别与江苏连云港亮晶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了 20 亿元硅基新材料
项目、与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签约了 25 亿元二期 BDO（1,4-
丁二醇）项目、与新疆国重鑫兴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了 15 亿元聚甲
醛项目，总签约额 60 亿元，实现招商
引资“开门红”。

准东开发区是新疆煤炭主产区之一，
目前已形成煤炭、煤电、现代煤化工、硅基
新材料、铝基新材料、新能源六大优势产
业。2020年煤炭产量突破 1.1亿吨、发电量
突破 900亿千瓦时。 （王前喜、王维超）

济矿物流年煤炭
到发量首破1200万吨

本报讯 1月 5日， 济宁矿业集团物
流有限公司对外称，济矿物流 2020年完
成煤炭到发量 1212.83万吨， 比 2019年
增加 134.39万吨，这也是 2017年运营以
来首次突破 1200万吨。

据介绍， 济矿物流坐落在山东梁山
北的梁济运河右岸，注册资本金 8亿元，
位于“瓦日铁路”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
拥有亚洲第一大单体全封闭式煤棚，是
山东省煤炭应急储备基地。 （王传钧）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目前我
厂存煤 28 万吨煤，可以保证 4 台机组 20
天的运行， 也能保证企业发电和居民供
暖需求。 ”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科林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部部长刘建军对记
者表示。

近期， 我国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寒潮天
气，多地气温骤降，作为防寒取暖的煤炭供
应成为关系经济、民生的热点问题。铁路部
门加强运输组织，多拉快跑，优先安排库存
低的电厂装运煤炭的列车，大秦、唐呼、浩
吉等运输通道运量持续攀升。

记者了解到，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大秦铁路累计运输煤炭 3.91 亿吨，12
月份日均运输 121.8 万吨， 较去年同期增
长 7.6%，其对口供应的秦皇岛港等三大港
口存煤量保持在 1500 万吨以上；中铁呼和
浩特局和当地政府及 60 多家企业对接，了
解掌握重点电厂电煤情况， 每天发送煤炭
45.75 万吨左右；浩吉铁路增配运力，加快
专用线开通与快联络线建设，日运量达 14
万吨。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国铁集团”） 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从

2020 年 11 月 1 日开始， 国铁集团开展了
为期 60 天的冬煤保供专项行动，共发送煤
炭 3.3 亿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 2000 万吨。
记者同时从国铁集团获悉，12 月份， 国家
铁路日均发送煤炭 560 万吨、装车 8 万车，
同比分别增长 10%、9.5%。其中电煤日均装
车 5.1 万车，同比增长 9.9%，煤炭发送量实
现大幅增长， 煤炭、 电煤装车均创历史新
高，有效缓解了煤炭供应紧张局面。

为保障能源供应、 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铁路部门制定相关保供方案并采取四
方面措施，全力以赴保障发电供暖用煤运
输需求。

一方面， 以保障发电供暖用煤运输需
求为重点， 加大晋陕蒙煤炭主产区煤炭外
运力度，优先装运发电供暖用煤，进一步提
高电煤装车比重，加强电煤装车组织。另一
方面，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和企业，与相关地
方政府、重点企业建立沟通对接机制，动态
掌握主要用煤企业库存及消耗情况， 及时
掌握重点保供需求。

同时， 国铁集团不断完善煤炭应急保
供机制， 重点加大对出现库存不足 7 天的
电厂的运输保供，按照“一企一策”制定运

输方案，集中运力实行突击抢运。 此外，还
强化运力投放和运输组织， 按照计划、配
空、装车、挂运、卸车“五优先”的原则，重点
保障发电供热用煤运输需求。 加强东北地
区口岸站组织和港口接驳，提升进口煤、疏
港煤铁路运输能力； 统筹运用全国铁路机
车车辆装备，向重点地区倾斜，保障煤炭运
输；强化煤炭装卸车组织，科学调配人员和

机具，确保装卸车安全和效率。
上述负责人介绍，下一步，铁路部门将

密切关注各地煤炭运输需求， 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 利用春运前的时间窗口组织发
电供暖用煤运输，力争实现 2021 年 1 月日
均装运电煤超过 5.2 万车， 增加各地企业
煤炭储备，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过节。

■王建

最近，“内卷”这个学术用语很火。 “内
卷化” 现象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
其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
化过程》中提出。

所谓内卷化，指一种社会（文化）模式
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
便停滞不前， 难以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的现象，从而把自我锁死在低水平状态上，
周而复始循环。用网友“通俗”的讲述就是：
一棵成熟了的卷心菜， 始终在生它养它的
土地里蜷缩着，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
变大了。

我们日常工作中， 有些现象也可以用
“内卷化”解释。

2014 年下半年始，煤炭行业积极响应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 劳模创新工作室
一时风生云起， 成为职工群众练兵学技的
主阵地、创新创效的好品牌。

有的煤炭企业一开始劲头十足， 在创
新工作室软硬件建设上也舍得豪爽投资，
但时间一长就松懈了， 每逢检查验收就用
各类“加水”报表、“镀金”汇报应付；在资金
投入上一贯抠唆的企业， 总认为创新工作
室是搞形式造“风景”，为了应付，仅仅保留
几间屋、几台电脑、几个牌板而已；因为研
究方向不切实际、创效成果人云亦云，有的
工作室资源利用率较低、研究切磋、对标交
流、成果展示、推广应用等基本功能消失殆
尽；更有的带头人提拔了、跳槽了、退休了，

没有新“领头羊”跟进接续，致使原本基础
不错、 创出过鲜活经验的工作室牌子也摘
了、锁也生锈了……

煤企劳模创新工作室一旦出现这些
“内卷化”，如何解决呢？

笔者认为，首先就是注入新的资源。要
解决煤企劳模创新工作室“内卷化”现象，
就需要持续扩大创建工作覆盖面的。 尚未
建立创新工作室的新产业、新企业，鼓励选
好专业带头人和重点专业，按照创建标准，
推进基础性创建工作。 作用发挥一般的工
作室， 进行督促指导和整改。 存量大的单
位，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加大考核检查力
度，作用发挥不到位、日常管理不规范的，
坚决予以摘牌、撤销。在企业上下形成党委
领导、行政支持、工会组织、劳模挂帅、职工
踊跃参与的格局， 使劳模创新工作室真正
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激励职
工奋力拼搏、攻坚克难、勇于创新、挑战自
我的“加油站”。

示范引领是解决煤企劳模创新工作室
“内卷化”现象最好的动力。 根据全国总工
会下发的 《2016-2020 年劳动和技能竞赛
规划》，今年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总
数达到 300 家， 各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
总数超过 10 万家。 这就要说，劳模创新工
作室要持续把创新文化土壤的厚植和职工
创新意识的培养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在创
新氛围的营造和职工创新智慧的培养上下
功夫。 各创新工作室要扎实开展授技带徒
活动，依托工作室技能培训课堂，围绕学习

方法、操作窍门等内容，引导职工交流中增
长技艺，在互动中共享经验。

建立创新试错机制， 煤企给工作室适
当包容期。对工作室评价无外乎两种模式，
一种比较物化，如获得多少专利、获得多少
效益；另一种以软指标衡量，如培养多少技
师等。但有的工作室，十几个成员辛辛苦苦
大半年， 可能就换来一两个上不了台面的
“创新成果”，面对讥讽，工作室成员们情何
以堪！ “创新不是打败对手，而是与明天竞
争”， 企业和管理者应该摒弃短视思维，除
保证创新成员物质待遇外， 应有更好的措
施使大家有更高的追求，包括允许失败，使
一些人在几年内没出成果时仍能保持平和
的心态继续研究。

另外 ，煤企要充分发挥创新成果孵
化器 、助推器作用 ，着力构建成果研发 、
推广 、应用 、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式 ，对发
明人 、实施人精准奖励 ，共享成果价值 。
对取得优异成绩的创新工作室带头人
和团队成员 ， 组织赴先进企业学习考
察 ， 开展技术展
示 、荣誉疗养 ，增
强 带 头 人 的
荣 誉 感 ， 不
断 激 发 工 作
室 成 员 的 创
新热情 。

（作者供
职于山东能源
集团）

湖南去年关闭
33处小煤矿

本报讯 日前，从湖南省应急管理
厅、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获悉，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省各属地人民政
府去年下达煤矿关闭决定书 33 份，依
法关闭不安全小煤矿 33 处，全省煤炭
行业安全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0 年 4 月， 湖南省应急管理
厅、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湖南省能
源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按照现有产
能保留一批、 升级改造提升一批、限
期关闭退出一批的“三个一批”方案，
分类处置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促
进行业安全发展。 2020 年 12 月，湖南
省紧急出台“四关闭一到位”断然措
施。 对限期退出的煤矿依法关闭，对
超深越界开采的煤矿依法关闭，对边
技改边生产、借技改之名行生产之实
的煤矿依法关闭，对违规分包转包的
煤矿必须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
法关闭；要求煤矿重大隐患必须排查
整改到位。

按照“三个一批”方案和“四关闭
一到”措施，湖南省安委会、省落后小
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
部门督促指导属地政府将应关闭煤矿
立即依法关闭到位。

国家安监局发布的湖南省煤矿生
产能力公告显示，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省共有生产煤矿 81 处，合
计产能 1224 万吨/年。 其中，年产 9 万
吨以下（包括 9 万吨在内，下同）的有
31 处，年产 15 万吨以下的有 62 处，年
产 30万吨以下的有 78处。 （李秉宸）

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