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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能源局日前召开的 2021年全市能源工

作会议明确，2021年力争实现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减

人 60%。

会议要求，要加快能源项目建设。除加快推进煤

矿基本建设和煤电重点项目“基本盘”外，聚焦“碳达

峰、碳中和”机遇，持续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

比。

推进西上庄煤矿、盂县坤宁和平定同意煤矿建

设，推动兴发等具备条件的长期停缓建煤矿复工，扩

大优质供给。强化商品煤生产调度，优先保障我市电

厂供应，确保煤炭生产在“补考进位”中取得好成绩。

落实全省煤炭应急储备基地政策，推进誉丰恒达贸

易有限公司石太铁路乱流公转铁物流园建设项目配

套储煤场建设。

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以采掘智能化工作面建

设为重点，推动 14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和 50个综

掘工作面建设，拓展智能化应用场景，所有井下固定

硐室力争实现无人值守，所有 90万吨以上矿井，皮

带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力争实现智能化采煤工

作面减人 60%，大力推进煤矿向本质安全方向迈进。

大力推广绿色开采技术。积极争取煤矿绿色开

采财税激励和充填开采产量产能置换等优惠政策，

推进西上庄煤矿井下矸石智能分选和不可利用矸石

全部返井省级试点示范工程建设。继续推动实施盂

县东坪煤矿连采连充市级绿色开采试点、新景煤矿

和卫东煤矿无煤柱及上社煤业小煤柱开采试点，再

推广建设一批小煤柱开采煤矿企业。

不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夯实煤矿先进产能基

础，深入开展洗选煤行业标准化评级，鼓励有条件的

洗煤厂提升装备，提升全市洗选煤先进产能占比。

（来源：阳泉市能源局）

阳泉：2021年力争实现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减人 60%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3月 11日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有关煤炭方面，《纲要》提出，推动煤炭生产向资

源富集地区集中，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

奏，推进以电代煤。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

运体系。

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合

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

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

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实施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程。

支持工矿废弃土地恢复利用。提高矿产资源开

发保护水平，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

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坚持立足

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

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实现

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

应稳定可靠。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

要建设智慧能源，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

能化升级，开展用能信息广泛采集、能效在线分析，

实现源网荷储互动、多能协同互补、用能需求智能调

控。

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

群。推进曹妃甸港码头运能扩容、舟山江海联运服务

中心和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洋浦枢纽港建设。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公共安全隐

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加强矿山深部开采与

重大灾害防治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创新应用，推进

危险岗位机器人替代。

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能化升级。

稳妥推进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晋

北、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

建立产能和技术储备。

(消息来源：新华社)

十四五规划纲要：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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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

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做好 2021年煤矿瓦斯防治工

作的通知》，明确全年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十项任务。

一是进一步健全瓦斯防治责任体系。改革重组

后的省属煤炭集团公司，要进一步健全各层级瓦斯

治理责任制。瓦斯等级新升级到高瓦斯或煤与瓦斯

突出矿井的企业，要配齐瓦斯抽采、防突专业技术人

员。

二是组织开展瓦斯专项会诊。上半年各主体企

业要对所属正常生产建设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

出矿井开展一次瓦斯专项会诊工作。

三是编制瓦斯抽采达标规划。按照瓦斯防治“精

排一年，细排三年，规划五年”的要求，高瓦斯及煤与

瓦斯突出矿井要 结合会诊，同步编制修订完善瓦

斯抽采达标规划。

四是大力实施瓦斯抽采。重点在高瓦斯区域持

续推进煤炭规划区、准备区以及生产区“三区”联动

瓦斯抽采。

五是做好瓦斯参数测定工作。各煤矿企业要在

今年 10月底前完成本年度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六是强化现场关键环节瓦斯管理。开采自燃或

容易自燃煤层的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要强化

瓦斯防治和防灭火双重管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要

大力实施区域和局部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

七是强化瓦斯预警管理。今年 8月底前，所有井

工煤矿要实现瓦斯超限报警后、向相关管理人员手机

发送预警信息。

八是强化瓦斯“双零”目标管理。各单位要全面

落实瓦斯“零超限”、煤层“零突出”目标工作要求，落

实通风、抽采以及防突相关措施，确保瓦斯治理动态

达标。

九是推广应用瓦斯治理新技术新装备。在通风

系统复杂矿井，推广使用通风系统计算机模拟技术，

提高通风系统管理和抗灾救灾水平。推广使用钻孔

轨迹还原技术，正常生产建设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今

年年底前必须实现本煤层瓦斯钻孔轨迹测定，高瓦斯

矿井要在 2022年底前实现。

十是提升人员瓦斯防治素质和能力。各煤矿要

开展全员“一通三防”知识培训，进行事故案例警示教

育，提升全员辨别重大隐患的能力。

(来源：中国煤炭报)

山西明确瓦斯防治十项任务

日前，从第 16届首尔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传来好

消息，合成气 /蒸汽联产炉（晋华炉）代表中国参展并

斩获金奖。

首尔国际发明展览会是亚洲大型的国际发明展，

是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发明展之一。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来自 24个国家的 464个项目通过在线平

台参展。中国选送的包括合成气 /蒸汽联产炉（晋华

炉）在内的 15个项目参加，取得了 3金 3银 7铜的好

成绩。其中，合成气 /蒸汽联产炉（晋华炉）斩获金奖。

据悉，一直以来，高灰、高硫、高灰熔点的“三高”劣质

煤利用是煤炭行业的痛点，不少煤化工企业对“三高”

劣质煤的气化束手无策。晋华炉的技术突破让困扰多

年的“三高”劣质煤气化问题迎刃而解，该项技术打破

了国外技术垄断，获得美国、加拿大、韩国等 12个国

家的发明授权，总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为煤炭

清洁、绿色、生态、高效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海内

外颇具影响力。此前，晋华炉曾荣获第十届中国技术

市场协会金桥奖项目一等奖、2019年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金奖等。同时，入选了中国煤炭科技、煤化工和石

化行业“十大新闻”，连续两年入选石化行业“十大国

之重器”等。

此次获奖，不仅是对华阳集团在科研创新道路上

的权威肯定，也再次印证了以晋化炉为代表的中国制

造正不断释放着影响世界的力量。

（来源: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

晋华炉获首尔国际发明展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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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87万亿元，同比增长 45.5%。采

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6644.7亿元，同比增长 29.3%。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79.4亿元，同比增长 41.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 1241.9

亿元，同比下降 6.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767.2亿元，同比增长 63.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384.4亿元，同比

增长 36.1%；非金属采选业为 491亿元，同比增长 46.8%；其他采矿业为 2.1亿元，同比增长 425%。

2021年 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140.1亿元，同比增长 1.79倍（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 2019年 1-2月份增长 72.1%，两年平均增长 31.2%。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553.2亿元，同比下降 31.5%。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574.7亿元，同比增长 204.4%，而 2020年 1-12月份是下降 21.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227.2亿元，同比下降 28.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95.9亿元，同

比增长 3895.7%；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64.8亿元，同比增长 146.4%；非金属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41.1亿元，同比增长 81.9%。

此外，2021年 1-2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成本 2354.1亿元，同比增长 27.3%。采矿业营业成本 4559.6

亿元，同比增长 24.3%。

国家统计局表示，受产品价格上涨、成本为低价库存原材料等因素推动，相关行业企业利润率明显上升。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同期亏损转为本期盈利。 （来源:国家统计局）

★

海关总署 3月 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1年 1-2月份进口煤炭 4112.6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6794.4万

吨减少 2681.8万吨，下降 39.5%。1-2月份煤炭进口额为 261800万美元，同比下降 47.7%。

（来源:海关总署）

★

利好方面,一是国内经济稳步复苏,且欧美疫情缓解,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下,经济走势趋向乐观;二是“就

地过年”政策助推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速,提振煤焦钢市场需求预期;三是气温回升导致基建与房地产等行业开

工率逐渐走高;四是 2月下旬到 6月底期间的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煤炭市场或

形成一定支撑。

利空方面,一是电煤需求步入传统需求淡季,叠加冬季以来的煤炭保供政策,资源供需进一步偏向宽松;二是

阶段性环保政策叠加两会期间对京津冀和周边地区钢铁焦化行业生产的限制,制约着煤炭需求的回升；三是煤

炭通关政策宽松叠加疫情解和气温回升,进口煤增量或加剧国内煤炭市场供需宽松的态势。

 综上所述,3月份国内动力煤市场或出现反弹调整情况，总体上仍将维持弱势运行;炼焦煤市场趋向宽松,但

在长协煤价格支擦下主平稳,局部地区市场煤价格有所承压;钢材市场呈现震荡偏强走势;焦炭市场随着新增产

能逐步释放,供需偏紧的态势有所改善,价格在博弈中将高位回落。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2019年以来，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开展了 30万吨 /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指导各地按照“严格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换退出一批、升

级改造提升一批”的要求，有序淘汰落后产能。

截至 2020年底，全国 30万吨 /年以下煤矿 1129处、产能 1.48亿吨 /年，较 2018年底减少 911处、产能

1.04亿吨 /年，降幅分别达 45%、41%。 （来源：国家能源局）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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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朔集团编制国内首个《智能化露天煤矿建设规范》颁布实施。近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

《智能化露天煤矿建设规范》省级地方标准。该标准是国内首个智能化露天煤矿建设规范标准，具有行业先进

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可用于规范和指导山西省露天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同时为全国露天煤矿智能化建设

提供了依据，对加快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能源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煤集团）

山西省能源局消息，庞庞塔煤矿及选煤厂项目在山西能源局进行了联合试运转备案公告，这标志着庞庞

塔煤矿及选煤厂项目将正式进入联合试运转。

该项目联合试运转方案是经山西焦煤集团公司以山西焦煤战略函〔2020〕672号批复，并于 3月 12日在

山西省能源局备案，联合试运转期限为 2021年 3月 12日至 2021年 9月 11日，共 6个月。同时，要求该项目

在联合试运转期间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行安全规程、措施，抓好系统调试工作，完善各生产系统和辅助

系统。

目前，庞庞塔煤矿正抓紧办理各专项验收工作，确保在此期间顺利通过建设项目的整体验收，实现建设

项目与各专项设施的同时竣工验收。

呂庞庞塔煤矿项目位于吕梁市临县，项目单位为霍州煤电集团 临能化有限公司，矿井建设规模 1000万吨

/年，配套建设相同规模的选煤厂。 (来源:山西省能源局)

兰花科创 3月 18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240万吨 /年新

建矿井及配套选煤厂项目于 2021年 1月 12日经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核发，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晋 MK安

许证字[2021]D204），并于 2021年 3月 16日由山西省能源局核定完成了生产要素公告（[2021]第 89号）。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7日收到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通知。兰花科创持玉溪煤矿

53.34%的股权，矿井核定生产能力 240万吨 /年，生产煤种为无烟煤。

至此，玉溪煤矿已完成了生产矿井的所有审批手续及证件办理，由建设矿井正式转入生产矿井。

兰花科创玉溪煤矿 240万吨 /年矿井及选煤厂项目为国家《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项目和山西省重

点工程，位于沁水县胡底乡玉溪村西，工程设计概算投资 23.36亿元。

项目于 2008年 10月经国家发改委核准，于 2009年 11月经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批准开工建设，于 2011年

2月取得国土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项目建设手续齐备。项目开发主体是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

任公司，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兰花科创）的下属子公司。

建设期间，受政策性停工、地质条件复杂、瓦斯压力大、突出矿井施工难度大等因素影响，项目未在建设

工期内完成，后经山西省能源局同意延长建设工期 11个月，至 2019年 12月 24日。

（来源:兰花科创）

山西焦煤截至 2020年 3月底，拥有煤炭产能 3080万吨、焦炭产能 540万吨和煤电装机容量 447万千瓦

等。集团核定产能逾 1亿吨 /年（合并重组前，重组后约 2亿吨），焦煤生产能力位居全国第一。

焦煤行业展望：焦煤进口或现缺口，供需整体偏紧。需求端，下游产量持续增长，焦煤需求韧性较强。生产

方面，预计在焦煤产能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存量矿井产量增速难以维持高增长，进口或成影响供需平衡的重

要变量。假设 21年全年澳煤进口限制延续，带来的 3000万吨以上缺口短期或难以完全由蒙煤等填补，焦煤供

需整体偏紧，价格有望维持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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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山西国改，收购集团矿井。此次山西国改旨在推动专业化重组和资源整合，重组完成后，焦煤集团煤

炭产能约 2亿吨，将全面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炼焦煤企业。2020年底，腾晖及水峪煤业（合计产能

520万吨，2019年合计净利润 5.33亿元）已完成收购，公司盈利成长性值得期待。

（摘自：海通证券）

★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推进以电代煤。推进煤电灵活性

改造。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

★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

★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

造提升工程。

★落实 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提高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

★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

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

★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

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

★坚持立足国内、补齐短板、多元保障、强化储备，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

能力，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夯实国内产量基础，保持原油和天

然气稳产增产，做好煤制油气战略基地规划布局和管控。

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立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监测预警和监管监察执法，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矿山、建

筑施工、交通、消防、民爆、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效果评价。

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加强矿山深部开采与重大灾害防治等领

域先进技术装备创新应用，推进危险岗位机器人替代。在重点领域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全覆盖。

★建设大型工矿企业、物流园区和重点港口铁路专用线。

★推动煤矿、油气田、电厂等智能化升级，开展用能信息广泛采集、能效在线分析，实现源网荷储互动、多

能协同互补、用能需求智能调控。

★稳妥推进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晋北、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建立产

能和技术储备。

(来源:中国煤炭报)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煤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