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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喜迎 2021 年元旦，增强
全矿干部职工凝聚力向心力,杜
儿坪矿举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庆元旦”拔河比赛。
此次比赛实行单轮淘汰制，

两两竞争。赛场
上，14 支男职
工代表队和 6
支 女 职 工 代
表队的200名
参 赛 选 手 热
情高涨、精神
抖擞、摩拳擦
掌，用他们整
齐 划 一 的 步 伐
和拼劲全力的坚持，诠释了顽强
的毅力和拼搏精神。

通过此次活动，丰富了职工
的业余生活，促进了各单位干部
职工之间的交流，激发了大家的
团结意识。 ●梁成英

元月1日，官地矿党政在井
口家属服务站，为节日期间坚守
工作岗位的矿工兄弟们送上节
日的祝福和问候。

在井口家属服务站，该矿党
政把象征团圆的爱心水饺、平安
吉祥的中国结送到矿工手中，祝
福大家新年快乐。对奋战在工
作岗位的干部职工送上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叮嘱大家要注意安
全、履职尽责，在完成工作任务
的同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李青 张豪
去年 12 月 30 日，西曲矿举

办了迎新年登山活动。
本次活动，展示了矿区职工

乐观的生活态度，增强矿区的凝
聚力与向心力。同时，让职工体
验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充分达到

了提高员工身体素质，激发职工
参与体育活动热情的目的和效
果，更好地为矿区的发展贡献力
量。 ●曹琼

去年 12 月 30 日，马兰矿实
业分公司幼儿
园开展了“新
年音乐会”
活动。

活 动
在 非 洲 鼓

《最好的舞
台》中拉开

帷幕。精彩
的节目纷纷呈

现，孩子们一个个精神饱满、神
采飞扬，尽情展示自我。

●姜艳
1 月 1 日，东曲矿组织女工

家属协管员、安全文化小分队来
到安全走廊开展元旦慰问活动，
为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的干部职工们送去了新年的
祝福。

活动中，安全文化小分队表
演了独唱《矿工兄弟我的好兄
长》，舞蹈《跟你走》，小提琴《沉
思》等节目。

现场还为干部职工们送去
了红腰带、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
品及女工协管员们亲手缝制的
靴垫靴袜，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叮嘱大家时刻牢记安全，规范安
全行为，落实规程和措施，确保
矿井安全生产。 ●邢艳丽

为了让坚守在井下一线的
矿工师傅们在元旦佳节能吃上
喜庆吉祥的饺子，去年 12 月 31
日，屯兰矿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
组织班子成员协同后勤女工委

开展了“庆元旦、迎新年”井口包
饺子志愿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体现了志愿
服务者的文明新风尚，体现了对
矿工们的关怀与热爱，给他们送
去丝丝暖意和满满的祝福。

●胡多英
去年 12 月 30 日，晋兴公司

举办了“建功新焦煤，奋斗我出
彩”2021迎新年联欢晚会。

晚会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为广大干部职工建功新焦煤坚
定了信念，明确了方向。同时号
召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探索、勇于
实践，在新焦煤建设征程中汇聚
智慧、凝聚力量，不断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一流
企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郭燕红
去年 12 月 30 日，金城公司

举办迎新年职工象棋、扑克竞赛
活动。

活动本着“切
磋棋艺，以牌
会 友 ”的 原
则，设置了
象棋、西山
放火、双升、
斗 地 主 四
个项目，此
次活动使职
工放松了心
情，加深了相
互间的交流和了解，
更进一步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
和工作热情。

●任一哲 杨建刚
去年 12 月 29 日，金信公司

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开展了“庆元
旦职工登山活动”，200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释放了工作压力，

激发了进取精神，以强健的体
魄，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新一年的
工作中，为实现“十四五”战略规
划和新焦煤“三个三年三步走”
努力奋斗。 ●张亮亮

去年 12 月 30
日，铁路公司开
展“共同进步
迎新年”学习
强国知识竞
答活动。

借 助
“学习强国”
学 习 平 台 挑
战 答 题 环 节 ，
前期由基层党组织
初赛和预赛推送的 25 名选手，
通过半决赛汇总个人所得成绩
由高到低决出12位参赛选手进
入决赛。

本次比赛打破
了以往传统比
赛模式，创新
运用投屏技
术，即时将
选手手机答
题页面投至
大屏幕，缩
短观众与参

赛选手之间
的距离，增强

了互动性，营造了紧
张而热烈的比赛氛围，令人耳目
一新。

●郭建都 郭熙 原渊
去年 12 月 31 日，西山托幼

中心直属各幼儿园开展了“喜迎
祥年之牛，乐享成长之彩”主题

迎新年活动。
春晖幼儿园开展“童欣童享

童声畅”合唱表演，通过教师们
的精心编排，在孩子们的用情演
绎下，每一首歌曲都表达出他们
的朝气和活力；建北幼儿园迎新
年活动是以新年庙会为主题，庙

会包含传统小吃
街、民俗活动
等 项 目 ，让
孩子们参与
其中，一起
体验传统文
化的深厚魅
力；葡萄苑

幼儿园冬趣
系列活动——

雪乡情，为孩子带
去雪乡实景体验，疫情阻挡了
孩子们出行的脚步，却阻挡不
了他们见识世界的渴望。打击
乐声势表演后的“欢乐韵律 活
力飞扬”韵律操表演更是精彩
纷呈，孩子们精神抖擞，动作有
力到位，自信大胆的秀出了葡
萄娃们的风采；西矿一园的各
班教师根据幼儿年龄特点，编
排出包含健康、语言、社会、科
学、艺术五大领域内容的节目，
从不同角度促进了幼儿情感、
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
的发展；西矿二园幼儿园的孩
子精心制作了各种小作品，展
示了识字、英语、舞蹈等才艺，
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迎接2021年
的到来；菁菁幼儿园的孩子们
用动感十足的舞蹈和欢快的歌
声 ，为 大 家 送 上 了 新 年 的 祝
福。

●李倩 何川 刘继红

多姿多彩 喜迎2021

一、西山煤电“白衣天使”援鄂护晋

在新冠疫情最危急的时刻，西山
煤电 35 名医护人员援鄂护晋，其中 17
名医护人员抵达湖北武汉、仙桃等最
危险、最艰苦的抗“疫”一线，还有部分
医护人员支援太原第四人民医院、中
心医院、汾东院区，夜以继日救死扶
伤；同时，30 万职工家属严防死守、众
志成城，将疫情阻击于矿区之外。面
对疫情，西山煤电果断决策，大年初三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走到山
西焦煤乃至全国前列，人民日报、中国
煤炭报、山西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

二、西山煤电托管4座矿井、3座选煤厂

2020 年，西山煤电托管 4 座矿井、3
座选煤厂。其中，吕梁公司托管榆次
北山煤业公司、平遥峰岩明子煤业，临
汾公司托管山西洪洞陆合集团基安达
煤业和南庄煤业；太原选煤厂托管吕
梁公司三星选煤厂，官地选煤厂托管
山煤集团长春兴选煤厂，西铭矿选煤
厂托管山西霍尔辛赫煤业选煤厂。企
业对外合作、转型发展、转岗分流等工
作取得新的进展。

三、西山煤电盾构机应用达到煤炭行
业领先水平

西山煤电大力推进智能化建设，在
马兰矿率先引进国内首台全断面岩巷
盾构机，可在控制室内远程操控，具有
低成本、短周期、全智能、高效率、可复

制等特点，降低了劳动强度，实现了本
质安全作业，潜在经济价值很大。马兰
矿以往掘进月进尺为 40~50 米，应用盾
构机后，12 月进尺单进高达 541 米，相
当于一个月干了过去一年干的活，创造
了大倾角、大曲率半径、开拓全断面直
径 4.88m 盾构机月进尺的焦煤第一、行
业第一、全国第一，为所属矿井树立了
智能化矿山建设的新标杆。为此，西山
煤电对马兰矿负责盾构机岩巷掘进的
开拓三队记集体特等功一次。

四、西山煤电科技兴企成果丰硕

斜沟煤矿入选首批国家智能化示
范煤矿建设名单，马兰矿成为山西焦
煤集团首批智能化煤矿建设示范单
位；屯兰矿 22301 工作面关键层充填项
目开工建设，在西山历史上首开先河，
可释放压覆原煤 118 万吨，充填粉煤灰
约 87 万吨，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
效益非常可观；西山煤电《近距离煤层
群瓦斯精准抽采关键技术与工程应
用》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五、马黎明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在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镇城底矿通风科监控
队副队长马黎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马黎明是山西省技能大赛状元，
曾获三晋英才、大国工匠、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等荣誉称号。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创新工作室被命名为山西省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和全国煤炭行业技

能大师工作室。截至 2020 年，西山煤
电荣获全国劳模称号者已达9人。

六、山西焦煤调整西山煤电领导班子

12 月 9 日，山西焦煤在西山煤电
干部大会上宣布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免
决定，李健任西山煤电党委书记、董事
长，主持经理层工作。山西焦煤党委
书记、董事长赵建泽勉励西山煤电新
班子坚持“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
斗”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焦煤聚焦主
业、深化改革、全面变革、创新发展的
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铸辉煌。此次
会议是山西焦煤总部“六定”改革基本
完成后，在子公司层面召开的第一个
领导班子宣布会。

七、“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月 16 日，“山西西山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焦煤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山
西 焦 煤 ”，证 券 代 码“000983”保 持 不
变。此举旨在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
的战略导向，根据山西焦煤运用上市
平台推动煤炭资源整合和专业化重组
的安排部署，推动资源资产化、资产资
本化、资本证券化，打造焦煤板块龙头
上市公司，充分反映上市公司战略定
位、更好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

八、西山煤电所属医院与新里程医院
集团签约

12 月 25 日，山西焦煤集团医疗机
构改制重组，西山煤电及太原西山医
院公司(前身为西山煤电职工总医院)、
古交西山医院公司(前身为古交矿区
职工总医院)与新里程医院集团旗下
的国科新里程签约。此次签约，标志
着企业医疗机构改革迈出了决定性步
伐，为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开启了医疗事业
发展的新征程。

九、西山煤电产量、销量、职工收入创
近十年来最好水平

2020 年，西山煤电预计生产原煤
4685 万吨，精煤 1906 万吨，生产焦炭
506 万吨，发电 215 亿度。一年来，强
化“安全为天，生命至上”理念，综合
施策，严抓细管，安全实现“零”目标；
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原煤成本、精煤
成本均创 5 年来最好水平，净资产收
益率由负转正；瞄准“双增”目标共同
奋斗，在岗职工人均收入 9.7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7.8%，再创历史新高 ；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十三五”圆满收
官。

十、西山煤电又有505套保障房交付使用

近年来，西山煤电千方百计改善职
工居住条件，积极推进保障房建设，
2020 年共有 505 套房屋交付使用；同时
启动西山住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已
报送太原市处遗办上会的住宅楼 183
幢，合计 1248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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