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5 日，集团下发《关于加强新

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防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板块公司、各市公司、各全

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各部门加强疫情

防控，防止疫情输入，切实保证对境外

返回职工及家属的有效管控。

通知要求，一是持续做好出入境职

工及家属的管控工作。 严格干部职工外

出报备审批制度， 暂时不批准出国

（境）。 做好对境外返回职工及家属的摸

排统计工作，如实上报，如有异常情况

要第一时间报告集团疫情防控领导组

办公室和属地管理单位。 境外返回的职

工及家属，必须事前将返程信息向所在

单位及属地管理单位报告。 凡境外返回

或接触过境外返回人员的职工，必须按

属地管理要求进行隔离，各单位要建立

台账，动态管理。 必须按时准确上报信

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隐瞒、虚报信

息；二是抓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坚持

每日体温检测制度，督促职工做好个人

防护。 持续做好各单位办公区、生产区、

“两堂一舍”等重要场所的消杀工作。 在

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加

强对租赁单位、外来施工单位、承包商

队伍等人员的防控管理。 坚持不举行大

型会议、大型活动，不搞聚集性活动。 加

强外来人员监测管理； 三是强化问责，

加强监督。 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境外

返回职工及其家属的统计上报工作，切

实将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做实、做

细，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对发现有隐瞒、

漏报、不如实上报的单位或个人，要严

肃问责。

（王迪）

集团部署新冠肺炎

疫情境外输入防控工作

3 月 23 日晚上 7 点 20 分， 晋城公

司泽州大酒店门前，30 辆警用“铁骑”护

送下的援鄂返晋医疗队车队驶入，晋城

市援鄂医护队员圆满完成光荣使命返

回家乡。 泽州大酒店正是医疗队的指定

休养地。 接下来，这些医护人员将在这

里度过为期两周的集中休养。

为了给援鄂英雄送上家乡人民的

关怀， 泽州大酒店从细节入手缜密组

织，从饮食、住宿、用品配备、服务质量

等各方面精心准备，力争提供最真的热

情、最高的规格、最好的服务，让他们在

推开门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家一般的

温暖。

入住之前，酒店工作人员对每个房

间都进行了硬件检修、室内布置，对电

梯、洗手台、客房、餐厅、后厨、楼道等公

共区域进行了 360 度全方位消毒，为每

个房间都配备了充足的口罩、 消毒剂、

手套、手消液、医用酒精、体温计、喷壶

等防疫用品，为每位医护队员准备了暖

心的欢迎卡片和小吃、茶饮，安排训练

有素的优秀员工进行全程服务。

为确保援鄂医护队员的休整生活

健康安全，酒店精心拟定了菜谱，一日

三餐涵盖水果、面食、果汁等十余种餐

品在内的营养餐，每顿餐食都采取无接

触式服务，确保营养丰富、荤素搭配、用

餐安全。 尤为贴心地是，酒店每一层还

设置了小型图书阅览台，方便医护队员

取用阅读。

“去，你们逆行而上；归，我们扫榻

相迎。 ”当晚，泽州大酒店第一餐为医疗

队准备了花菜

饸饹

、正宗老陈醋、调味

小料等晋城地方特色饭菜，让连日来辛

苦战“疫”的白衣天使品尝到了久违的

家乡味道，感受到了归家后的第一份温

暖。

（文 /张雨露 图 /张泽宁）

欢迎援鄂晋城医护队员回

笃定“1366”

发 展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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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集团党委下发文件，要求集团各单位大力弘扬先

进文化，做到“六倡导、八反对”。 这表明加快推进文化建设，汇聚发展正

能量成为集团改革发展新的亮点。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血脉和灵魂。站在

新的历史方位，集团以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精神激发员工的使命感、凝聚

员工的归属感、加强员工的责任感、实现员工的成就感，在企业深化改

革浪潮，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 磅礴伟

力。 本期刊发晋能文化系列评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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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

“一流”是指，各项经济指标、技术指标、效

率指标等在同行业处于一流先进水平；

“现代化”是指，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这一目

标遵循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和能源革命重要论述，也贯彻了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要求，体现出时

代性和趋势性；

“三大任务”

，高质量发展、

高效率运行、高品质生活，与省委楼书记

提出的“四高”目标任务高度契合，符合我

省未来转型发展方向，体现了建设现代化

企业的核心内涵、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要

求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美好向往，体现出科

学性和实践性；

“六大理念”

， 是坚持新发

展理念的具体化， 体现出先进性和引领

性。

“六大举措”

，是破解集团深层面矛盾

的措施和有力抓手，体现出针对性和操作

性。“1366”发展战略，是一个有目标、有任

务、有理念、有举措的战略架构，体现当前

与长远、整体与重点、速度与质量、理论与

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相互联系、互为促进

的完整体系，符合新时代发展特征，符合

能源革命发展趋势，契合集团发展历史方

位，反映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心声。

2020年集团“1366”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实施“

1366

”发展战略 建设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

编者按：

万物勃发，生机盎然！ 集团党委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紧围绕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坚定不移地实施“1366”发展战略。 集团“1366”发展战略，符合新时代发展特征，符合能源革命发展趋势，契

合集团发展历史方位，反映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心声。经过一年的发展实践，各项经济指标、技术指标、效率指标努力追赶同行

业一流先进水平；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正一步步照进现实；“六大理念”贯穿了企业发展全方位、全过程；“六大举措”成为

了破解集团深层次矛盾的措施和有力抓手；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坚定，高效率运行效果更加明显，高品质生活创造更加有力。

为展示工作成效，总结经验做法，更好地为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标建设赋能，集团新闻舆情中心采写了“笃定 1366”

发展战略专题系列报道，本期刊发第一篇———《添金 增新 着绿 晋能集团“三量”齐升》。

添金 增新 着绿 晋能集团“三量”齐升

□ 郭建春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 集团各

行各业信心不改，干劲不减，脚步不停，

笃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向着一流现代化

清洁能源集团阔步前行———

在广袤的雁门关外，清洁能源天镇

70MW、山阴 80MW、怀仁 100MW 三

个光伏发电竞价项目相继实现并网发

电，年均共可提供约 3.5 亿 kWh 绿色电

力，继续领跑我省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在巍巍太行山下，长治公司针对王

庄煤业 15＃ 煤首采面打造“智能化工

作面”展开热烈的讨论，明确智能开采

的推广方向和模式，全力推进集团煤矿

智能化建设,坚持走“减、优、绿”之路，逐

步实现传统能源向清洁高效转型。

传统能源清洁化， 清洁能源效益

化，正是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写照。 2019

年初，集团新一届党委着眼长远，深入

研究确定引领未来发展的“1366”发展

战略并全面实施，集团全年营业收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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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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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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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优秀

企业”荣誉称号和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

坛“优秀参展商”称号，在国资委企业经

营业绩考核中被评为 A 级。集团发展质

量稳中向好、持续向好，综合实力、核心

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同步提升，转型发展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提

升，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含金量：提质撑起改革转型重任

串焊、层压、测试装框、分选打包

……在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组装车

间里，一片片太阳能电池经过一系列现

代化工序， 最终变成一块块太阳能组

件，漂洋过海销往“一带一路”沿线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率达到 60%以

上，成为全国国有光伏电池组件领军企

业。

“今后，公司将开展光伏电池制造

领域的标准化研究，积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推动全省光伏电池及组件行业高

质量发展。”在获得“2019 年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荣誉后,晋能科技公司总经

理杨立友博士这样说。

当前，以绿色、低碳、多元、高效、智

能为方向的新一轮能源变革正在蓬勃

兴起，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

升，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步伐加快。

作为主业，清洁能源产业始终坚持

科技领跑，走效益化发展之路。 2019 年

继续保持光伏电池组件技术领先，光伏

电池组件新增产能 460MW， 总产能突

破 2GW，超高效异质结量产技术全球

领先， 稳居全球前 5%�最具技术和

成本竞争力的电池和组件生产企业

行列。 全年新增光伏风电发电装机

89.61 万千瓦 ，在役在建光伏 、风电

发电装机达到 265.48 万千瓦， 总装机

位列全省第一。

与此同时， 集团坚持新发展理念，

“一主三辅两新” 产业高质量发展驶入

快车道。 2019 年，集团继续深入落实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快化解过剩产

能，大力发展先进产能，全年关闭退出

矿井 2 座，累计关闭退出 13 座，淘汰产

能 985 万吨。 同时新增 3 座一级标准化

矿井，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56.1%；

（下转 2版）

学习是一切进步的先导

□

李红江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为

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知识就是

力量。 人类要发展、要进步就需

要学习掌握前人留下的知识和

经验，形成新的知识，如此循环

往复， 就构成了人类的思想史、

发展史和进步史，知识一旦为人

们所掌握和科学运用，就会转化

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推动人

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学习是人们获取和掌

握知识的基本方式，学习是一切

进步的前提和先导。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获取和

掌握知识同等重要，可以采取培

训、研究、创新、实践等多种渠道

和方式，这些渠道和方式，归结

起来就是学习。 首先企业要重视

学习，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我

们要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社会

发展规律，找准企业发展的思路

和方向。 学习行业知识，清晰企

业自身定位和不足，通过持续的

改进和提升，提高企业的发展竞

争力。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老

观念老陋习、 规范日常行为、传

播正能量， 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通过方方面面的知识学习，不断

把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灌输

到职工和企业上，让企业时时刻

刻处于知识进步的海洋。

在全员学习的基础上要重

视人才引领。 纵观全国乃至全世

界优秀企业，人才竞争是他们立

于不败之地的核心要素。 2020年

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我们

每个人的心，84 岁的钟南山院士

也再次走进了每名中国人的心

中，“可能存在人传人”“武汉封

城”“武汉小区封闭管理” 等等措

施得以落实有效控制疫情， 此外

还有在国外科研的多名医学专家

也赶回援助武汉， 专家和医学界

领军人物的作用得以发挥。 再看

网易、 百度、 华为等公司发展轨

迹，人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企业

要做大，就要重视人才。作为省属

国有企业，具有专业性质，也更需

要我们在各个专业上通过全员学

习，注重人才的挖掘、注重人才的

培养、注重人才的任用，用人才来

推进企业的科学发展。

此外还需重视创新， 在学习

先进知识文化和技术的基础上，

我们要注重知识的创新、 技术的

创新。“不创新才是华为最大的风

险”，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这句话道

出了华为的创新精神， 华为虽然

和许多民营企业一样从做“贸易”

起步， 但是华为踏踏实实地搞起

了自主研发， 把每年销售收入

10%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研发上，最

终实现 5G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平。

由此也可以证明一个企业要想立

于不败之地， 必须顺应社会发展

潮流、抢抓行业发展机遇、努力开

展技术创新，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

新引领企业的发展。

学习、创新、进步是一种企业

的态度， 更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

的文化，李国彪董事长提出“六倡

导、八反对”企业文化建设要求，

就是要在集团上上下下树牢“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热爱学习，不

断进步”的学习文化理念，用企

业文化这个软实力提升集团

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用学习文

化这个生命力来实现集团向建设

一流现代化清洁能源集团目标扎

实迈进。

“家”

走田间、到地头、入农家、访贫弱，风雨无

阻。 这是山西晋神铁路公司驻河曲县社梁乡窨

子村扶贫工作队两年来的每日“必修课”。 只要

是村民的事，他们都有求必应。 春节期间，伴随

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不期而至，他们的日常

工作从脱贫攻坚战场又“转战”到疫情防控一

线，“逆行”而上，冲在最前面，用共产党员的担

当和奉献诠释着扶贫路上的初心和使命。

忙在田间的“第一书记”

初春的黄土高原，草木发芽，阳光明媚，正

是庄稼人耕耘播种的大好时节。 一大早，窨子

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峰就戴好口罩，和队员们

开始入户摸排，防止疫情输入。 俗话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 窨子村地处黄土高原， 春来虽

晚，但在一条条沟里、一道道梁上，却是一派春

耕生产的热闹景象。 村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老年

人，思想观念保守，下地都不爱戴口罩，没事还

喜欢串个门，拉拉家长里短。 为确保村民防疫

春耕“两不误”， 驻村工作队一面开展防疫宣

传，一面帮助村民春耕生产。 王志峰和工作队

其他成员每天都要赶在村民下地之前，挨家挨

户走访，了解人员流动情况，并做好体温检测

和公共场所消毒防疫，工作量很大。

（下转 3版）

从脱贫到防疫 他们始终冲锋在前

□

任瑞强

>> 重点推荐

笃行致远 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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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战“疫”必胜

———记集团 2019 年度先进个人邓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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