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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上午， 集团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暨 2020 年度工作会议和安全工作会议在太原召

开，会议听取集团工作报告和安全工作报告，全面总结

2019 年集团工作及安全生产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明

确发展战略， 安排部署 2020 年各项工作， 对集团 2019

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五小”竞赛获奖项目等进行

表彰。 集团副总经理张勇作安全生产工作报告，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陈旭忠作工作报告，集团党委常委、职

工董事、工会主席刘会成宣读表彰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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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外部董事靳华、邢海洋出席

会议。

张勇作题为《巩固完善体系，提升能力素质，从严从

实抓好 2020 年安全工作》的安全生产工作报告。报告指

出，2019 年， 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按照集团确立的

“1366”发展战略，秉承安全发展的理念，强力落实安全

主体责任，努力构建符合集团公司实际的“136”安全管

理模式，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全年未发生重伤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实现了安全生产，为集团公司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注重理念引领，全力推进“136”安

全管理模式；二是坚持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三是查

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全面启动重大风险管控工

作；四是旗帜鲜明反“三违”，大张旗鼓抓“三违”； 五是

开展五个“十严禁”执行情况“回头看”专项检查；六是强

化“一头一尾”管理，提高安全执行力；七是开展不同形

式的安全检查，多措并举保安全；八是扎实开展“安全生

产月”活动；九是加强非自有队伍管理；十是开展安全警

示教育；十一是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夯实安

全基础。集团 2020 年安全工作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为指针，坚持“管理、装备、素质、系统”并重的原则，以推

进落实“136”安全管理模式为主线，以提高“八个认识”

为前提，以落实“333”安全举措和“七个抓手”为手段，坚

持安全管理“十个常态化”，夯实“三基”，坚守红线，从严

从细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陈旭忠作题为《坚持战略主导，加快改革创新，奋力

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2019 年是集团发展历程中又不平凡的一年， 是集团上

下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性全面提升的一年，是集团顺

应能源革命发展趋势，进一步明晰发展战略，扎实推进

一流清洁能源集团建设的一年，是强化执行落实，各项

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集团生产经营指标稳中向

好，质量发展指标好中趋优。全年营业收入完成 1058 亿

元，同比增长 2.1%；利润总额实现 41.8 亿元，同比增长

17.9%。净资产收益率增幅明显；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率全面完成；约束性指标全面达标。 集团

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进一步提升。 集团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煤矿

百万吨死亡率为零，煤矿和地面单位安全生产创历年来

最好水平。 2020 年，集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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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三篇光辉文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紧紧围绕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以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建工作总要求为统领，以全面推进“1366”发展战略

实施为主线，以推进集团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为

重点，践行能源革命，打好三大攻坚战，稳增长、保安全、

优结构、强管理、抓改革、防风险，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心

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继续朝着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标扎实

迈进。重点做好七方面工作：一是要落实安全责任，夯实

安全基础；二是要坚持质量效益优先，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改革；四是要完善管

理体系，提升管理能力；五是要突出科技创新，增强发展

动能；六是要强化政治责任，打好“三大攻坚”；七是要坚

持党建统领，全面提升党建质量和水平。

刘会成宣读了《关于对 2019 年度获得荣誉的集体

和个人进行表彰的决定》。大会对清洁能源公司等 10 家

模范单位、天桥水电公司等 20 家模范集体、阳光发电公

司等 31 家先进集体、 集团党委工作部等 10个先进部门、

临汾公司金辛达综采队等 20 个模范基层单位、 长治三元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机修厂铆焊班等 101 个先进基层单

位、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等 7 家获得省级及省级以上

荣誉单位、杨立友等 6 名特级劳模、曹志强等 30 名劳动

模范、张鹏等 307 名先进个人、忻州泰安煤业等 10 家安

全管理先进单位、郭秀峰等 100 名安全先进个人、“大土

河智慧电厂研究项目”等 6 项模范科技创新项目、“井下

四采区污水沉淀处理系统”等 60 项“五小”竞赛优秀成

果给予通报表彰，并为获奖代表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李国彪作题为《坚定不移实施“1366”发展战略，继

续朝着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标扎实迈进》的

重要讲话。 他指出，一是深切感悟集团近几年来之不易

的巨大变化，共享发展成果，凝聚奋进力量。 近年来，集

团发生了“十大转变”：一是实现由过去行政收费型企业

向大型实体经营型企业的转变；二是实现由过去建设大

型综合能源集团向建设一流清洁能源集团目标的转变；

三是实现由过去地市区域化、多元化的无序发展向主业

清晰、辅业稳固的“一主三辅两新”产业架构转变；四是

实现由过去企业数量多、层级多、管理差的多头管理向

集约化、扁平化、专业化的高效管理转变；五是实现由过

去无计划、无预算、无考核“三无”管理乱象向全面计划、

全面预算、全面绩效考核“三全”规范管理的转变；六是

实现由过去管控弱、监督弱、执行弱“三弱”现象向管控

力、监督力、执行力“三力”全面增强的转变；七是实现由

过去重投资、重建设、重规模的传统思维意识向重效益、

重效率、重质量的市场经营理念转变；八是实现由过去

看关系、看感情、看背景向看政治、看能力、看业绩的用

人导向转变；九是实现由过去人心不稳、士气低落向人

心思干、人心思进的良好精气神转变；十是赢得了由过

去外界评说煤销集团只会放杆收费向晋能集团不等不

靠、自主经营、社会认可的转变。二是坚持和完善“1366”

发展战略，朝着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标扎实

迈进。 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必须清醒把握集

团转型发展的历史方位，必须坚持和完善“1366”发展战

略，必须科学谋划 2020 年工作。三是加强和深化改革创

新，在继续推进“六大举措”的实践中，不断提升企业管

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以党建高质量引领发展高质量；要继续用好

改革关键一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提升；要加快

推进文化建设，汇聚发展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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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绘到底

奋勇争先在今朝

更宏阔的格局、 更高远的目

标、 更从容的步伐、 更昂扬的斗

志、更饱满的热情……

1 月 10 日，集团二届二次职

代会、2020 年工作会暨安全工作

会胜利召开， 标志着晋能集团在

顺应能源革命发展趋势、 扎实推

进“1366”发展战略、建设一流现

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的征程中，又

一次统一了思想、积聚起力量，在

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奋勇

争先、扎实迈进！

2019 年，集团上下始终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示范区、排头兵、新高

地” 决策部署， 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

一步明晰发展战略， 进一步强化

执行落实， 坚定不移地推进落实

高质量发展、高强度落实、高效率

运行、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

高站位引领，“一主三辅两新”产

业架构初步形成， 各项工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

再好的成绩都只能属于“昨

天”，惟有毅然决然地从“今天”开

始从零起步、执着前行，才能切实

把握住晋能发展新的历史节点，

才能紧紧跟上中央、省委的脚步，

更加勇敢、 更加自信地承担起集

团发展的历史使命， 以更加强烈

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朝着

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

标扎实迈出无比坚定的“每一

步”，把晋能更美好、更灿烂的“明

天”从目标转变为现实，并惠及身

处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与集团

同呼吸、共命运的每一个晋能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新征程， 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了“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

体思路和要求， 集团二届二次职

代会、2020 年工作会暨安全工作

会明确了今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

集团安全管理、生产经营、企业效

益等各项任务的具体指标， 明确

了着力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 同频共振的新时代党建工

作总要求，明确了按照经过优化、

提升的“1366”发展战略、努力建

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的奋

斗目标！战鼓声声入耳，号角已经

吹响， 只有不折不扣对标对表省

委“两个同步”的奋斗目标，坚持

发扬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的勇气

和决心，努力做到步步为营、久久

为功， 才能在企业深化改革浪潮

中有力、 有效地激发出广大晋能

干部职工的磅礴伟力， 助推企业

高质量发展， 不断谱写属于晋能

人的崭新篇章。

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心一意

谋发展， 一以贯之抓落实。 2020

年， 既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是

我省推进综改和能源革命、 努力

建设“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

的深化之年， 更是晋能人建设一

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 再铸晋

能辉煌的关键之年。 万众一心加

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点出的这两句

话， 可以成为今天每一个正在全

力以赴砥砺前行的晋能人发自内

心的自我要求和使命担当， 助力

集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的伟大实践

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创造出无

愧于党、无愧于职工、无愧于历史

的崭新业绩!

———写在集团二届二次职代会、2020 年工

作会暨安全工作会胜利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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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标

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

●三大任务

高质量发展、高效率运行、高品质生活

●六大理念

人本、安全、绿色、诚信、创新、效益

●六大举措

党的建设、改革转型、创新管理、处僵治困、风险防控、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