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办

2022第 12期（总第 335期） 2022.9.1

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秘书处
山西煤炭志编纂办公室

山西煤协信息

把握宏观

关注行业

共建和谐

沟通纵横 总览大观

《山西煤协信息》编辑室 地 址：太原市亲贤北街 苑圆号金泽大厦 员猿楼 员猿员远室
邮编：园猿园园园远 电话：园猿缘员原源员员缘源怨远（传真） 网址:http://www.sxsmtgyxh.com 耘皂葬蚤造押sxmtxh814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绎
绎
绎
绎

绎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7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绎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
绎近日，我国大型煤制天然气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绎大秦铁路运量持续高位运行,日运量 18 次突破 130 万吨
绎停止审批晋陕蒙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绎我省“五个一体化”推动传统能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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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山

西长治召开“2022年煤炭行业标杆遴选

专家评审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

长解宏绪出席会议，回顾总结了近几年

煤炭行业标杆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就今

年标杆煤矿开展工作进行安排。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山西省煤炭工业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翟红出席会议。会议

“2022年煤炭行业标杆遴选专家评审会”在山西长治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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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林武提出

的“对标挖潜、突破两线”的要求，省煤

炭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翟红、副会长王

玉宝等一行就关于在全省煤炭行业开

展对标管理工作 ，专门向省国资委主

任 钊做了专题汇报， 钊主任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并表示这项工作十分重

要，省国资委予以大力支持。（秘书处）

省煤炭工业协会领导到省国资委汇报对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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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9日上午，山西省煤炭工业

协会理事长王守祯、常务副理事长翟

红、副理事长王玉宝一行深入山西文龙

中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该公

司董事长江河、总经理樊荀竹汇报了企

业发展情况并参观了荣誉展厅和技术

长廊。

协会领导对该公司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企业的技术提

升、研发方向、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

文龙中美环能科技公司是省煤炭

工业协会推荐的技术和产品用户。该公

司三大技术领先并推广应用。一是在余

热资源利用取得九大核心技术。其中矿

井回风乙二醇双级提热热泵技术，入选

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 合 利用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目 录

（2019）》。二是煤矿绿色开采数智化覆

岩离层注浆充填技术应用成功，实现了

沉陷控制、处置固废、减震防冲、保水开

采等多重目标一“注”达成。三是研发的

大调节比燃烧器深度调峰技术，突破冷

炉条件下直接点燃煤粉燃烧器的技术

难关，使火电机组降低负荷 75%。

（秘书处）

省协会领导深入山西文龙中美环能科技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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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国家统计局：1-7月份，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6300亿元，同比增长
140.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2540.7亿元，同比增长 118.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实现利润总额 439.3亿元，同比下降 23.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426.9亿元，同比增
长 51.7%；非金属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44.6亿元，同比增长 15.7%。

简 讯

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员部主任助理

孙忠男主持。省煤炭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秘书长何明耀受省协会领导委托，

向会议致词，对会议在山西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祝贺。

本次入围全国参评标杆煤矿 16

家。我省入围参评的煤矿有山煤国际左

云长春兴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石泉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寿阳段王集团友众

煤业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标杆中

心领导、评审专家、各参评单位 60余人

参加会议。 (秘书处)

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的安排，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8 月

15～19日，在太原晋西宾馆举办了“双

碳目标下煤矿绿色开采与智能化建设

高研班”。全省煤炭企业负责绿色开采

和智能化建设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共 7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白瑾利、山西省

能源局煤炭生产技术处主任科员郭泽

华、省煤炭协会副理事长王玉宝出席开

班仪式并讲话。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质

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院院长朱开成，中

国矿业大学教授许兴亮、周华强、王世

博，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矿山机

电研究院所长寇子明、煤炭工业太原设

计研究院集团矿山设计研究院一院院

长张建生、山西文龙中美智慧矿山研究

院首席专家刘春平、朗坤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副院长吴爽、精英数智科技股份公

司杨楠、华为煤矿军团高级行业解决方

案总监王毅对学员进行授课培训。

期间，学员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屯

兰矿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充填开采和

智能化建设。屯兰矿矿长曹俊文、党委

书记赵伟红对该矿“关键层充填绿色开

采”进行了汇报和座谈交流。

(秘书处)

煤矿绿色开采与智能化建设高研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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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8929.5亿元，同比下降 1.1%。采矿业实
现利润总额 9961.1亿元，同比增长 1.05倍；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36217.2亿元，下降 12.6%；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2751.2亿元，下降 12.5%。

绎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7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约 24.6亿千瓦，同比增长 8.0%。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4亿千瓦，同比增长 17.2%；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量约 3.4亿千瓦，同比增长 26.7%。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7 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2352.3 万吨，较去年同

期的 3017.8 万吨减少 665.5 万吨，下降 22.05%；较 6 月份的 1898.2 万吨增加 454.1 万吨，增

长 23.92%。2022年 1-7 月份，我国共进口煤炭 13852.2 万吨，同比下降 18.2%，降幅较前 6 月

扩大 0.7 个百分点。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底，全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煤电机

组约 10.3亿千瓦，约占全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93%。

★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通过实施方

案，到 2025年实现重点行业和领域低碳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支撑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年下降 18%，单位 GDP能源消耗比 2020年下降 13.5%；到 2030年，进

一步研究突破一批碳中和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形成一批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低碳技术解决方案和

综合示范工程，建立更加完善的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5%以上，单位 GDP能源消耗持续大幅下降。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8152号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到，在西

北地区加大新能源建设规模、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推动能源技术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

不仅可利用西北地区土地资源、新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8月 1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2022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发布了

《煤炭行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与《煤炭行业社会责任指南》。“蓝皮书”指出，整体来看，近年

来出于能源转型的考虑，我国煤炭行业进入“重点发展优质产能，逐渐淘汰劣质产能”的阶段。

“责任指南”显示，“十四五”时期，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政策措施将

更加严格，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还将持续下降，煤炭总量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

★我国大型煤制天然气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中化旗下西南院研制的煤制天然气甲烷化

催化剂，在新疆庆华能源集团大型煤制天然气项目中，首次实现 110%负荷平稳运行，获得的甲

烷浓度为 61.7%，高于国外引进技术近 3个百分点，天然气产品顺利并入西气东输管网。标志着

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煤制天然气甲烷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煤制天然气领域全产业链条

技术国产化，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大秦铁路运量持续高位运行,日运量 18 次突破 130 万吨。 大秦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

的重要通道，自 7 月开始进入暑运以来，大秦铁路日运量有 18 次突破 130 万吨。7 月份日均

运量 121.74 万吨，较 6 月份的 126.17 万吨减少 4.43 万吨。日均开行重车 80.7 列，其中：日

均开行 2 万吨列车 61.4 列。1-7 月，大秦线累计完成货物运输量 24690 万吨，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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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停止审批晋陕蒙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 8 月 10 日，应急管

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关于印发 <“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 >的通知》。《通知》指

出，严格矿山安全准入。在煤矿方面，停止审批山西、内蒙古、陕西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 /年的煤矿，宁夏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60 万吨 /年的煤矿，其他地区新建和改扩

建后产能低于 30 万吨 /年的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90 万吨 /年的煤与瓦斯

突出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开采深度超 1000 米和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1200 米的大中型及以上煤

矿，新建和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600 米的其他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和改扩建产能高于 500 万吨 /

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新建和改扩建产能高于 800 万吨 /年的高瓦斯煤矿和冲击地压煤矿。

高瓦斯、煤（岩石）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等灾害严重的煤

矿不得核增生产能力。

★8月 31日，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发布 2022年 7月全国新能源并网消纳情况，7

月份，全国光伏利用率为 98.9%。其中北京、天津、山西、山东、蒙东、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广东、广西、海南 21省市和地区光伏利用率

达到 100%。1-7月份，全国光伏利用率为 97.9%。

★国家矿山安监局安全基础司副司长王万生：今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审核同意 147处

先进产能煤矿、增加产能 1.8亿吨 /年，自去年 9月以来，共核增煤炭产能 4.9亿吨 /年。下一步，

国家矿山安监局将严格标准审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推动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支持因用

地用草、矿权、环保等手续不全无法投产达产的煤矿尽快依法依规投产达产；继续强化煤矿复工

复产服务指导，推动煤矿安全复工复产；强化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紧盯采掘接续紧张煤矿措施落

实，坚决防范煤矿重特大事故。

★我省“五个一体化”推动传统能源产业发展。 山西省委书记林武日前在大同市主持召开

煤炭企业座谈会时强调，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山西产业转型的重点任务，事关山西当前

和长远发展。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战略定力，抓住当前机遇期窗口期，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积极

培育新优势，以“五个一体化”融合发展支撑和推动传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煤炭和煤电一体化发展。以坑口煤电一体化为重点，支持大型现代化煤矿和先进高效

环保煤电机组同步布局建设。推进煤炭和煤电企业优势互补，持续提升晋电外送能力，更好保障

全国能源供应安全。二是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积极推动现役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不断提

高煤电的系统调节能力。推动新增风光发电指标向煤炭及煤电企业倾斜布局，促进传统能源企

业向综合能源服务供应商转型。加快发展氢能、地热能、非常规天然气，积极发展抽水蓄能等储

能项目，促进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优化组合。三是煤炭和煤化工一体化发展。以高端化、多元化、低

碳化为方向，加紧研发新技术及规模化制备技术，推动煤炭由燃料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

四是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融合发展。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快智慧矿山建设，提升数字

化、智能化、无人化煤矿占比，提高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本质安全水平。五是煤炭产业和降

碳技术一体化推进。研究拓展碳捕集、封存、利用技术的应用场景，重点在二氧化碳深部煤层封

存及驱替煤层气、碳纳米管制造、加氢制甲醇等方面强化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力争在相关领域



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进一步打开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空间。

★山西省能源局发布《关于推动煤矿瓦斯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严禁省内煤矿企业高浓度

瓦斯排放。煤矿企业须严格落实《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GB21522-2008)，支持采用

工业窑炉、民用、提纯等方式开展高浓度瓦斯利用。鼓励企业建设高浓度瓦斯制氢、制备金刚石

等高附加值项目。严禁掺混排放，实现高浓度瓦斯“零排放”。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发布简报显示，7月份，山西全省煤矿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

故 8起，死亡 9人，同比增加 8起、9人。1-7月份，山西省煤矿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26起，死

亡 28人，同比增加 20起、19人，分别上升 333.33%和 211.11%。其中一般事故 26起，死亡 28人，

同比增加 21起、23人，分别上升 420%和 460%。预计 1-7月份全省煤矿百万吨死亡率 0.0343，同

比增加 0.0210，上升 157.89%。

★日前，山西省防指下发《关于贯彻落实蓝佛安省长批示精神 进一步做好安全度汛工作的

紧急通知》。省防指要求，要强化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的安全防范，全面排查受洪水威胁的煤

矿，对井口高程低于历史洪水位、采空区位于河道或水库下方的煤矿，要逐一制定措施限期整

改。

★中新网消息，继山西在全国首次创新开展废弃矿井煤层气资源挂牌出让以来，截至目前，

山西省废弃矿井采空区已累计施工抽采井 100余口，抽采利用煤层气 1.28亿立方米，相当于减

排二氧化碳 192万吨。

★7月山西省全社会用电量 231.2亿千瓦时增长 6.0%。 山西省统计局数据，7月份，山西

省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231.2亿千瓦时，增长 6.0%，增速较上月回落 3.9个百分点。1-7月份，全社

会用电量 1577.1亿千瓦时，增长 6.4%。

★1-7月“晋电外送”电量 762亿千瓦时 外送省份增至 22个。 记者从中国国家电网山西

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 1-7月，山西外送电量 7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目前，山西电力已

外送至北京、江苏、四川、湖南等 22个省份。

★今年以来，山西省大同市按照“稳煤、优电、上新、控能”的工作思路，坚持资源与产能、产

能与产量、产量与安全条件相匹配，统筹抓好矿井建设、生产组织、产能核增、项目核准、手续办

理等各项工作，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稳定保障能源生产、电煤供应、发电供电。上半年，新增

产能 810万吨，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实现 8011万吨，累计发电量约 300亿千瓦时。

★山西电网是“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火互济、特高压交直流混

联、含较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外送型电网。目前，山西有 10个外送通道、20回线路，外送能力

3830万千瓦。

★8月 18日，山西焦煤华兴能源孝义配煤基地正式揭牌。销售公司、旭阳集团及山东鲁泰

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山西焦煤华兴能源孝义配煤基地旗下共有洗煤厂 3

座，合计洗煤能力每年 630万吨，其中重介洗煤 180万吨，跳汰洗煤 450万吨，配煤日产量 12000

吨，年生产约 360余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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