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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司职工及家属同志们：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值此辞旧迎

新之际，我们谨代表集团公司党政，向

全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家属、 离退休老

同志们， 向关心支持晋能集团的各级

党委政府、合作单位、社会各界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新年的祝福!

2019 年，是晋能集团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 集团公司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积极把握能源革命新趋势，认真落

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1366”发展

战略，以“执行落实”为主题，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高

效率运行、 高品质生活” 三大根本任

务， 在一流清洁能源集团建设进程中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 各产业朝着高质量发展

方向迈出坚实一步。围绕“一主三辅两

新”产业架构，加快推进“传统能源清

洁化、清洁能源效益化”发展。 清洁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集团在役在建光伏、

风力发电装机达 2654.8MW， 光伏电

池及组件产能突破 2GW,拥有全球领

先的超高效异质结量产技术， 已成为

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资产规模最

大的省属国有企业。 煤炭产业深入落

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继续深化

“减优绿”，形成 1 个 2000 万吨级、2 个

1500 万吨级、1 个 1000 万吨级的煤炭

生产区域， 煤炭产量突破 9000 万吨，

先进产能占比 56%。 电力产业综合能

源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 发电量 270

亿度，同比增长 17.14%，供热面积超过

1 亿平米，是山西省最大的供热企业；

其中， 通宝能源发电量 57.32 亿度,同

比增长 7.72%。 房地产板块按照“专业

化、集约化、品牌化”思路，积极推进并

完成了第二批股权整合， 走上了专业

化发展道路，全年销售面积 14.7 万平

米，同比增长 47.29%。现代服务业以全

省煤炭企业生产经营信息采集和物流

服务“两个平台”建设为重点，前期工

作已经结束，正在按计划抓紧建设。金

融产业方面，积极进入资本市场，晋能

光伏科技公司 IPO 上市工作稳步推

进；投资公司、产业基金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努力开拓非银行金融市场；财

务公司筹建转入实施阶段。

这一年， 企业通过高效率运行提

高了运营质量和效益。 集团“三级架

构、两级管理”的组织模式趋于定型，

全面计划、全面预算、全面考核的经营

体系逐步完善。贸易体制改革、压减法

人、处僵治困、售电公司混改等重点改

革任务圆满完成；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电力业务试点、 光伏装备制造业基地

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取得

新突破；风险防控、污染防治、脱贫攻

坚“三大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 2019

年营业收入 1058 亿元，同比增长 2%，

利润总额 41.8 亿元，同比增长 17%，同

时， 经营业绩指标圆满完成省国资委

考核目标：净资产收益率 1.33%，比计

划提高 0.19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75.6%， 比年初下降 1.78 个百分点，全

员劳动生产率 33.61 万元 / 人·年，比

计划提高 8.81 万元 / 人·年，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率 102.16%，比计划提高 0.66

个百分点。

这一年， 立足根本和长远全方位

打造高品质生活。我们始终认为，确保

企业安全稳定持续发展是对员工负责

的最基本最重要体现， 必须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 安全生产创历史最

好水平，实现零死亡目标，企业综合实

力、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

职工收入同步提高， 解决了一批职工

关切的欠薪和困难职工生活问题。 以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开展

系列文体活动， 在省属企业文艺汇演

中荣获金奖第一名，获得了“二青会”

组织筹办特别贡献奖， 特别是集团新

办公楼落成乔迁， 极大地改善了办公

条件， 必将给晋能集团带来更加光明

的发展前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19 年，集

团公司被评为中国“2019 最具影响力

绿色发展企业品牌”，获得了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优秀参展商”称号，在

省国资委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被评为

A 级。 这些成绩，凝聚了广大干部职工

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心血、汗水、智

慧和力量。“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

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

省委巡视组的检验， 为集团各项事业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提供了坚强的思

想政治保证。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更进百尺

杆。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的收官之年，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全集团要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

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把问题研究得更透彻一些，把措施准

备得更周全一些，未雨绸缪、因势利

导，主动作为、化危为机。 新的一年，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篇

光辉文献”精神，落实中央、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四为

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部署要求，

主动融入我省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的生动实践，深入实施“1366”发展战

略，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努

力开创一流清洁能源集团建设新局

面。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让我们敞

开怀抱、放飞梦想，共同拥抱 2020 年

的到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集团召开 2019年度二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议

新年贺词

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国彪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陈旭忠

2019 年 12 月 30 日， 集团召开

2019 年度二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议，听取各二级党

组织书记 2019 年度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报告并进行现场评议。 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国彪作重要讲话，集团专

职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荣海涛主持会

议并讲话。

各二级党组织书记围绕履职情况

及取得的成效、存在的突出问题、下一

步改进措施及 2020 年党建工作思路进

行述职。 会议听取了 11 位二级党组织

书记现场述职， 查阅了 29位二级党组织

书记书面述职报告，并进行现场评议。

荣海涛对二级党组织书记述职进

行了总体点评，他指出，面对今年党建

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工作多的实际情

况，在集团党委的领导下，大多数二级

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的意识明显增强，

党务工作的基础明显在夯实，党建工作

的整体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明显提升。

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对抓基层党建工作

的重要性、 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能够把基层党建工作放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 认真部署和推进各项重点工

作， 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较好地履行了基层党建工作“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同时要直面问题，对部

分党组织书记思想认识站位不高、一些党组

织党建基础工作薄弱、 具体工作措施不

完全到位等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

针对下一步工作，荣海涛提出四点

要求：一是突出抓好党建主业主责。 各

级党组织书记是基层党建和党风廉政

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必须要树立“抓好

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

党建就是不称职”的观念。 二是不断创

新党建服务载体。 要结合单位职责，围

绕重点任务选准党建工作载体，让党员

干部精力向下集中、重心向下移、工作

向下沉，到一线去干事、去服务。三是完

善党建工作落实机制。 进一步明确党建

工作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建立健

全党建工作责任落实机制。 加强检查指

导、从严考核、严格问责。四是加强组工

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的组

工干部队伍。要注重做好各级组工干部

党性修养、 能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着

力培养政治可靠、业务精湛、作风过硬、

纪律严明、既精通党务又熟悉业务的全

面复合型的组工干部，为企业经济工作

切实提供思想政治保证，推动党建工作

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切实实现

以党建促发展的目标成效。

李国彪肯定了集团抓基层党建工

作的成效， 他指出，2019 年集团党建工

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在对党建工作的重

视程度、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务工作者

队伍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党组织发挥

作用的基础条件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领

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及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就如何确定项目

党建的选题，他指出，现阶段要扎扎实

实围绕基层党建工作列项目党建，先将

基础工作做好，结合本单位、本地区工

作实际，查找出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确

定项目党建，并加以解决。 （下转 2版）

2019 年 12 月 27 日，集团召开贸

易调研座谈会，会议听取了煤炭贸易

管理局及部分贸易单位工作汇报。 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彪结合巡视

整改要求，对贸易物流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集团专职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荣海涛，党委常委、总会计师郑绍

祖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集团煤炭贸易管理局负责

人重点就贸易物流基本情况、现状分

析、工作思路举措等三项内容进行汇

报。 晋神经营公司、晋城聚集公司等

七家基层单位汇报了工作情况。

郑绍祖指出，一要区分开物流业

务与贸易业务，单独核算。 做好代装

代发业务与贸易业务的分离工作，避

免物流业务增长与贸易业务亏损相

混淆。 二要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优化

业务流程。 结合煤炭贸易中的票据

流、货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合理配

置资源、市场、通道等要素，建立符合

集团实际的业务运营模式。 三要做好

钱款结算。 贸易单位要加大应收账

款、预付账款清收力度；非保留贸易

单位要厘清金融机构贷款数量， 提前制

定还款措施，确保资金周转运行平稳。

荣海涛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

安排， 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制度，统

筹兼顾风险防控、贸易盈利和贸易规

模；要完成业务流程再造，结合巡视

整改工作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台

账和责任人。 一是要强化合同管理。

要把交易合同、租赁合同、运输合同、

采购合同等全部纳入贸易合同部门

监管范围，做到业务全过程监管。 二

是要强化贸易资金监管。 要明确贸易

资金来源，对贸易业务中资金使用的

全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管。 三是要强化

企业管理。 要继续净化贸易单位，继

续对不具备贸易要素、扭亏无望的贸

易单位进行压减；贸易单位要突出区

域优势和比较优势，忻州公司、王家

岭公司、晋神经营公司等利用销售价

格的比较优势， 打好销贸组合拳，实

现集团效益最大化。

李国彪强调，一是要落实巡视整

改要求， 进一步深化贸易体制改革。

要珍惜今年贸易体制改革取得巨大

成果， 将改革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

要严格落实巡视整改要求，积极化解

贸易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管理漏洞和

经营风险。 （下转 2版）

李国彪对集团贸易工作提出要求：

树立科学的贸易工作思路，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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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0 日，集团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对“两节”期间相关工作

进行安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国彪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集团领

导班子成员，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

理、副总师，机关各部门、局、中心负

责人，各板块公司、市公司、全资控股

企业负责人参加。

会上，李国彪传达中央、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并对重点内容进行

解读；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世文领

学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传

达省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全省党员干

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

献”》通知要求；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杨培成就落实省委巡视组整改要求

及“两节”期间纠治“四风”问题进行

安排部署；副总经理张勇就“两节”期

间安全生产及应急值守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党委常委、总会计师郑绍祖

就年前资金支付事项进行安排部署；

专职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荣海涛就

当前信访维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陈旭忠就近期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陈旭忠指出，一是要根据国家的

安全通知和专题部署， 做好对标检

查。 二是要结合三个安全战略安全思

路，保证抓基础措施不动摇。 三是就

结合集团 2019 年 11 月、12 月查出来

的重点隐患、重点问题矿井，逐一进

行回头看。 要实现安全管理水平本质

上的提升， 要本着全局和政治的高

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

导向，充分考虑季节交替、传统节日、

两会召开和煤矿放假、 复工等因素，

做好相应的方案和措施；要将国务院

安委会和应急部印发的关于做好岁

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精神和

集团的要求传达到各市公司班子、各

厂矿班子、各区队车间班子；要聚焦

重点环节，聚焦重点管理人员，对检查

中存在的重大性隐患进行处置。 对安全

制度不落实、慢落实的人要严肃责任追

究，把重大风险隐患查处作为重点，坚决

杜绝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 要将科技

投入和创新指标作为 2020 年工作重

点，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起、高

标准保护、高品质生活。 （下转 2版）

集团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年终岁尾，集团清洁能源捷报频

传，集团天镇 70MW 光伏发电竞价项

目全容量并网发电，成为我省 2019 年

首批光伏竞价项目、 首个获得备案、

首座全容量并网的省属企业发电项

目；2019 年 12 月 30 日， 集团第二个

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光伏项目， 山阴

80MW 光伏发电竞价项目顺利实现

全容量并网发电；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怀仁 100MW 光伏发电竞价项目

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至此，2019 年三

个光伏竞价项目全部并网发电，完美

收官；2019 年 12 月 31 日， 平遥超山

100MW 风力发电项目顺利实现投产

并网发电，集团风力发电在役装机正

式进入百万千瓦级规模……

天镇光伏发电竞价项目建设规

模 70MWp，电压等级 220kV，位于大

同市天镇县。 该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获得国家能源局批复，2019年 7

月 29日获得山西省能源局项目备案文

件， 总投资 3.5 亿元，2019 年 11 月 5

日开工建设。 该项目年均可提供 1.05

亿 kWh 绿色电力，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

碳约 8.44万吨、 二氧化硫约 718 吨、氮

氧化物 1166 吨，节约标煤 3.36 万吨。

山阴光伏发电竞价项目建设规

模 80MW，电压等级 110kV，位于朔

州 市 山 阴 县 ， 海 拔 高 度

1012m-1013m， 站址平均总辐射为

1495kWh/m

2

，太阳能资源丰富。 项目

投产后年均可提供 1.17 亿 kWh 绿色

电力，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 9.92 万

吨， 二氧化硫约 843.09 吨, 氮氧化物

1370 吨，节约标煤 3.95 万吨。

怀仁光伏发电竞价项目建设规

模 100MW，电压等级 110kV，位于怀

仁 市 西 北 山 区 ， 海 拔 高 度

1300m-1420m， 站址平均总辐射为

1493kWh/m

2

。项目投产后年均可提供

1.2879 亿 kWh 绿色电力，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约 11.95 万吨， 二氧化硫约

1015.9 吨,氮氧化物 1651 吨，节约标

煤 4.77 万吨。

平遥超山风力发电项目建设规

模 100MW，电压等级 110kV，位于晋

中市平遥县以东山区，该项目由清洁

能源风力发电公司出资，采用 EPC 总

承包模式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8.24 亿

元， 安装 50 台 2MW 风力发电机组，

投产后年均可提供 2.07 亿千瓦时绿

色电力，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 18.03�

万吨，二氧化硫约 5400 吨，氮氧化物

2700 吨，粉尘约 4.92 万吨，节约标煤

7.23�万吨。

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四为四

高两同步”精神要求，集团坚持“1366”

发展战略，以“建设一流清洁能源集

团”为目标，秉承“传统能源清洁化、

清洁能源效益化”发展理念，持续在

高质量发展、高效率运行、高品质生

活“三大任务”上发力。 目前，集团在

役在建光伏、 风力发电装机达 265.48

万 KW， 光伏电池及组件产能突破

2GW，拥有全球领先的超高效异质结

量产技术，已成为全省清洁能源装机

规模和资产规模最大的省属国有企

业。

（杨建勋 李祥）

集团清洁能源捷报频传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集团召开

2019 年度集团财务决算工作视频会

议， 布置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相关工

作， 提出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

作要求。 集团党委常委、总会计师郑

绍祖参加会议并讲话， 集团财务部、

纪委、企管部、审计部、资金管理中心

负责人；各板块公司、市公司、全资控

股企业总会计师、 财务部门负责人、

报表会计，年度财务决算主审会计师

事务所及参审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审

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财务部相关负责人传达省

国资委 2019 年度省属企业财务决算

工作会精神， 就集团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基础工作提出要求。 资金管理中

心负责人就集团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管理及报表编报工作提出要求。 企管

部相关负责人就企业经营工作提出

相关要求。 纪委相关负责人就纪检监

察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审计部负责人

就审计工作提出要求。 财务部负责人

对财务决算工作提出要求。

郑绍祖表示，2019 年集团严控资

金风险，夯实基础管理，经营活动整

体平稳运行。 他要求，要以财务决算

为重要抓手， 客观全面完整地做好

2019 年度财务决算。一是要切实加强

财务决算组织管理，提高决算管理工

作水平。 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

化问题整改， 加大财务决算审核力

度。 二是要做好省委巡视组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和落实， 夯实财务管理基

础。 进一步摸清企业家底，持续提升

企业化解风险能力，继续加强旧欠清

收工作。 三是要规范会计核算，确保

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要严格执行集团

统一的会计核算办法，按照会计准则

的收入和费用配比原则准确核算，充

分和规范披露财务会计信息。 四是要

着力提升集团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

能力。 排查债务风险、贸易业务风险、

资金管控风险。 五是要充分利用财务

决算成果，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要利用好财务决算的全面清查功能、

综合反映功能、评价反馈功能。 六是

事务所要全力配合企业完成好财务

决算工作。 要做到“发挥优势、完成托

付、体现水平、共同进步”，要本着对

被审计单位高度负责的态度， 把好

关、负好责，高标准、严要求，找出企

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 漏洞，

并帮助企业找出解决方案。 希望大家

立即行动起来， 以高度的责任感、以

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周密的部署和扎

实的工作， 高效的完成 2019 年度财

务决算工作，为实现集团“1366”发展

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于家睿）

集团召开 2019年度财务决算工作（视频）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