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一起再出发
要要要2020年新年献词

时间如白驹过隙袁一转眼袁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浴我们走进了 2020年遥当新年的朝阳冉冉升起袁
我们挥手告别了不忘初心尧砥砺奋进的 2019年袁阔步迈入了满载希望尧饱含憧憬的 2020年遥

然而袁2020年春节前袁正当人们跨入新年尧即将沉静在传统佳节的欢乐之中袁突然新冠肺
炎病毒肆虐袁打碎了佳节欢乐祥和的气氛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号召院全国上下
齐心尧科学防治尧精准施策,我们一定要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立刻袁全国众志成城袁一
场与病毒作殊死搏斗的战野疫冶打响了遥 从全国各地前往武汉支援的逆行者要要要白衣天使一批

又一批袁支援武汉的物资一拨又一拨噎噎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院不灭病毒袁决不收兵遥
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袁在庚子年到来之际袁突然有一天病毒肆虐袁公交停运袁人人自危遥 钟南

山等专家告诫我们院野病毒会人传人袁要勤洗手袁不接触袁戴口罩遥冶一时袁许多人为了不给国家添
麻烦袁只能宅在家里遥 原来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的景象不见了袁原来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空荡荡
的袁原来熙熙攘攘的公园封闭了噎噎城市袁像是一座空城浴

疫情袁来势汹汹曰阻击袁众志成城遥 我们就这样一边抓好新冠肺炎病毒防控不松懈袁一边创
造条件恢复生产不停步袁野两手抓袁两不误冶遥 目前袁防控疫情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袁人们的生
产生活也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遥

在这同时袁我们宅在家里袁也更有时间回顾过去的一年所走过的路程噎噎
过去的一年袁我们在磨砺中成长袁在学习中进步袁在历练中前行噎噎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

2019年袁多少感慨在心里袁几多豪迈在胸中浴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袁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尧从容应对袁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尧奋
发有为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遥 在
共和国的史册上袁在中华儿女的心中袁2019年留下了太多难忘的记忆要要要国庆 70周年大典气
势恢宏尧振奋人心袁1000多万人成功实现脱贫袁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袁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袁第一艘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袁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夺得世界杯冠军袁第
二届野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尧第二届进博会等盛会汇聚四海宾朋袁中国理念尧中国方案
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共鸣噎噎

2019年袁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袁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浴同样袁2019
年袁我国煤炭行业也成绩斐然院随着钢铁及建材行业用煤需求进一步回升袁而电力行业煤炭消
费量出现下滑袁带动我国煤炭消费增速明显回落遥 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袁煤炭
优质产能不断释放袁2019年我国原煤产量 37.5亿吨袁同比增长 4.2%遥 2019年袁我国进口煤炭 3
亿吨袁同比增长 6.3%遥

2019年袁我省各行各业也奋发有为袁为把福建建成野机制活尧产业优尧百姓富尧生态美冶的新
福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遥同时袁全省煤炭行业也只争朝夕袁紧跟全省高质量发展步伐袁继续坚持
依靠科技进步袁增强自主创新袁走资源利用率高尧安全有保障尧经济效益好尧环境污染少和可持
续的煤炭工业发展道路遥省煤炭协会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尧省政府相关部门及协会会长单位指
导下袁在全体理事与会员单位的共同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袁紧紧围绕我省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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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局袁牢牢把握为政府尧会员服务的宗旨袁为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遥
过去的一年袁福建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政策袁对煤炭资源枯竭尧井型小尧

安全生产基础差的矿井实施了关闭退出袁煤矿矿井数量和从业人数逐年减少遥加上我们在开采
工艺尧技术方面没有取得大的突破袁为此袁我们完成了福建省煤炭学会注销工作遥

过去的一年袁福建省煤炭协会坚持上传下达袁做好沟通的桥梁袁积极筹划召开有关会议袁发
挥协商联络作用遥一是以通讯形式召开了第四届六次理事会袁对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组织机构成
员调整变更进行选举表决遥二是召开秘书长尧通讯员工作会遥会议表彰了 2018年度叶福建煤炭曳
宣传报道工作优秀通讯员尧协会会长唐福钦作福建省煤炭行业现状和趋势发言遥三是召开第四
届七次理事会袁依据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曳及相关政策法规袁结合本会实际袁对章程进行修
订遥

过去的一年袁福建省煤炭协会踊跃主动融入袁时刻关注行业发展遥 一是积极参加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座谈会遥 2月 27日要3月 2日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副主任一行来闽袁就当前
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实地调研遥省煤炭工业协会作为行业协会代表应邀参加了座谈会遥唐福钦会
长从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下滑原因尧煤炭行业今后经济走势尧煤炭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方
面作了汇报遥二层是参加中煤协专题研讨会并陪同专项调研遥 ?3月 6日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信
息化分会在福州召开野降低煤炭企业杠杆率冶和野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冶专题
研讨会袁19家重点煤炭企业财务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遥 三是参加省学会研究会
第九届理事会五次渊扩大冤会议遥 与会人员对工作报告和省科协 2019年学会工作进行了研讨袁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四是参加省企联第八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遥 五是参加中煤协秘书长联席
会遥六是参加赣湘苏闽皖鲁浙七省煤炭联合学术交流会遥七是参加省级社会组织业务培训班遥
八是参加煤炭行业统计年报布置会遥九是组织开展会员单位调研活动遥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深入进程中袁了解掌握涉煤会员单位在生产安全尧经营管理尧运输物流等情况袁尤其着重
关注涉煤会员单位中关闭退出煤矿企业矿井人员安置尧资产处置尧矿山维稳等方面情况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袁促进学术论文进步遥 11月 28-29日袁省煤协
2019年度学术交流年会在福州顺利召开遥 为推动科技进步袁鼓励自主创新袁各团体会员单位认
真组织发动袁精心策划袁本次学术交流会共收集 41篇论文袁涉及我省煤炭企业以及涉煤企业成
本管控尧煤田地质尧煤矿建设尧煤矿开采尧煤矿机电尧煤矿安全尧煤炭经济管理等方面内容遥 省煤
协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了野协会 2019年学术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冶袁按照评选标准和程序进行认
真评审袁评出了 18获奖论文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积极参与评先创优袁传承先模事迹遥 5月 13日袁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第五届理事会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遥 省煤协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国煤炭工业先
进集体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尧评选尧申报活动遥 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仙亭煤矿荣获
野2016-2017年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先进煤矿冶称号袁煤电股份有限翠屏山煤矿矿长肖东春荣
获野2016-2017年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秀矿长冶称号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努力健全完善制度建设袁提升依法依规水平遥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袁省煤协与时俱进修订了协会叶章程曳袁及时进行会员代表大会规则尧理事会规则尧监事会规
则尧信息公开规定尧财务管理规定尧印章尧文件及档案管理规定尧劳动用工管理规定等 7项管理
制度的修制订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努力办好叶福建煤炭曳期刊和网站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始终以服务会员单位为宗旨袁紧紧围绕我省煤炭工作的发展大局袁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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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国家和我省行业政策法规文件袁及时报道协会和基层会员单位工作动态和行业信息尧科技
成果尧安全生产形势及企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情况袁达到了交流信息尧指导工作尧相互学习和
共同促进提高的目的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加强党的建设袁引领政治方向袁积极做好同上级党组织建立信息
沟通联系渠道袁促进组织力提升;完善协会党支部制度建设袁推进了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内容载入协会章程总则和专门章节;党建工作不断融入到提高依法依规办会能力袁
同独主自主开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遥
过去的一年袁省煤炭协会会员单位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遥永安煤业公司尧福建煤电公司尧天

湖山能源公司等煤企及福能电力燃料公司尧龙安热电公司尧华厦设计院等涉煤单位生产经营等
方面精彩纷呈袁为福建省煤炭协会增光添彩遥

野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越冶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野十三五冶规划收官
之年袁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袁我们将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遥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袁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要要要这是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重要

里程碑袁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遥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袁创造新的历史
伟业袁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遥
新的一年袁根据煤炭行业专家对新核准煤矿矿井的跟踪统计袁预计未来三年煤炭主产区年

均新增产能约在 7000万吨袁新增产量 1~1.2亿吨袁年均产量增速 2.5~3%袁供给维持温和扩张的
状态遥 从长期看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尧能源结构的调整及严格的环保政策都将继续压制煤炭
需求增长袁未来煤炭消费增速将保持在较低水平遥受益于落后产能的逐步淘汰及先进产能的不
断增加袁我国煤炭产业格局将得到进一步优化遥新的一年袁能源需求或出现结构性改善袁改善幅
度仍取决于宏观经济状况遥 2020年水电出力大概率会下降袁 电煤需求增速或结构性的回复
0.5耀1pct袁核电及风电增速也因高基数而有所放缓袁预计动力煤需求增速或回升至 2.5耀3%袁增速
向上的幅度仍依赖于宏观经济状况遥

新的一年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和恢复生产工作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各级党委渊党组冤尧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不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挺身而出尧英勇奋斗尧扎实工作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省煤炭协会将一手抓疫情防控工作袁一手抓好
为协会会员服务袁着力推进本会改革发展和服务水平提升,重点有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加强协会党
的建设曰二是继续开展行业济调研活动曰三是牢固树立服务理念袁服务行业发展大局曰四是筹划
好协会内外部会议曰五是持续办好协会期刊和网站曰六是依法依规办会袁自主开展活动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出袁野万众一心加油干袁越是艰险越向前冶野我们不惧
风雨袁也不畏险阻冶噎噎让我们做一个追梦人袁野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冶袁齐心协力再出发遥新的一
年袁省煤炭协会将努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袁更好地为会员单位和会员服
务尧为行业服务遥 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作出不懈努力浴

渊唐福钦 2020.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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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讯

2019年度煤炭行业回顾 摘自中国煤炭网渊14冤
2019年煤炭行业十大新闻出炉 摘自 国家煤炭工业网渊14冤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总额 2830亿元 来源 国家统计局渊16冤
2019年全国原煤产量 38.5亿吨煤炭消费占比降至 57.7% 来源 国家统计局渊17冤
2020年 1月份全国煤炭行业运行态势 摘自 中国煤炭网渊17冤
煤炭行业 2020年展望院煤炭供应宽松价格回归 摘自 中国煤炭新闻网渊18冤
3月份煤炭市场走势预测 摘自 中国煤炭网渊19冤
统计局院能源总量供需平稳能源结构继续优化 来源 中国经济网渊20冤
国家能源局院截至 2月 13日全国在产煤矿 996处 摘自 中国煤炭网渊21冤
福建严控风险助力煤矿安全复产 省煤炭协会渊21冤
福建省煤炭工业协会第四届九次理事会工作报告 省煤协理事会会长 唐福钦渊22冤
2019年度省煤协党支部工作总结 省煤炭协会渊29冤
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的闭门思过录 福能集团 唐福钦渊31冤
省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3月份工作例会 省煤炭协会渊32冤
福建省煤炭工业协会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省煤炭协会渊32冤
省煤协党支部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省煤炭协会 傅祥泉渊33冤
省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1月份工作例会 省煤炭协会渊33冤
省煤协党支部研讨协会党建工作机制 省煤炭协会渊34冤
省煤协会长唐福钦代表福能集团参加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省煤炭协会渊34冤
省煤协顺利完成 2019年叶福建煤炭曳四期发放工作 省煤炭协会渊35冤
省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2019年 12月份工作例会 省煤炭协会渊35冤
唐福钦会长指导省煤协年终岁首工作 省煤炭协会渊36冤
省煤炭协会召开年度总结点评会 省煤炭协会渊36冤
行业信息

福能集团启动叶福能集团志曳编纂工作 福能集团 林清霖渊37冤
一年之野计冶在于春要要要永安煤业公司以集团工作会精神为指导精心谋划新年工作

永安煤业 林芸渊37冤
成熟一个面 复工一个面要要要永安煤业公司有序恢复生产尧销售工作

永安煤业 林芸 陈吉烺渊38冤
野无形冶的会议野有形冶的福利永安煤业公司六届四次职代会收获职工点赞

永安煤业 魏初键 林芸渊3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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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防控 稳人心 稳秩序要要要天湖山能源野三稳冶举措为复工鸣哨 天湖山能源 卢桂茂渊40冤
重点推进 一路前行要要要福能新能源公司在建项目有序复工 福能新能源 曾武渊41冤
你认真守护的样子袁真好看浴 要要要鸿山热电公司年度检修侧记 鸿山热电 吴鑫鑫渊41冤
肖厝港公司首次自行完成风电叶片装船作业 肖厝港 卢金景渊42冤
鸿山热电公司工会解决职工野头冶等事 鸿山热电 潘进渊43冤
肖厝港公司门机班要要要码头野抗疫保产冶的野硬核冶力量 肖厝港 卢金景渊44冤
不一样的节后复工 漳平煤业 李欢渊44冤
柯坑煤矿复工产量日日攀高 永安煤业 郑春林 陈君英渊45冤
复工袁矿区有了不一样的野岁月静好冶 永安煤业 郑春林 陈君英渊45冤
漳平煤业箭竹坪煤矿防控疫情严把关 复工复产不放松 漳平煤业 陈腾达渊46冤
永定区野三措并举冶抓好煤矿复工复产 永定区煤管局 张桢毅 林矩鸿渊47冤
科技之窗

世界首台纯燃超低挥发分碳基燃料煤粉锅炉实现连续稳定运行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8冤
煤炭港口无人化作业的世界性难题被攻克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8冤
3353米浴 我国井下定向钻进再创世界新纪录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8冤
世界首个 660兆瓦超超临界 CFB发电项目落户彬长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9冤
我国首座野一站式冶高低浓度瓦斯发电站全面运行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9冤
国内首台大直径煤矿岩巷全断面掘进机下线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49冤
中国野航天方案冶破解褐煤利用难题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50冤
兖矿集团向野化学采煤冶探路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50冤
世界首台 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采煤机成功运行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50冤
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首现野万方井冶 来源 中国煤炭网渊50冤
可门港物流公司楔形头工艺改造初显成效 可门港 黄键渊51冤
经营动态

战野疫冶情 保生产要要要晋江气电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晋江气电 蔡诗雯渊52冤
疫情抵挡不了满腔的工作热情要要要华厦设计院上下一心实现新年开局稳健迈步

华厦设计院 刘志伟渊52冤
城投公司按下项目建设野快进键冶 城投公司 陈剑秋渊53冤
南纺新材公司不到一个月建成口罩新生产线 南纺新材 詹旺秀 郑书琴渊54冤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生产组织要要要福建水泥公司野干冶字当先赢得野开门红冶

福建水泥 雷琼 王振兴渊55冤
肖厝港公司高效装船支援春耕 肖厝港 黄琳渊55冤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野我们出煤啦冶 煤电公司 林秀龙 陈思忠渊56冤
柯坑煤矿复工后产量创新高 永安煤业 郑春林 陈君英渊56冤
安全平台

全面防范尧确保安全迎大庆要要要在专项巡查反馈会上的讲话 福能集团 唐福钦渊58冤
阻击疫情袁福能集团在行动 福能集团 林海萍渊59冤
不讲价钱 不讲条件 不讲困难要要要集团紧急组织生产口罩等防疫物资

集办 宣传中心 詹旺秀 凤晓渊60冤
福能集团广大党员踊跃捐款支援战野疫冶 福能集团 罗志好渊61冤
待到春暖花开 我们繁花与共要要要福能新能源公司广大党员管理人员为防疫奉献一份力

福能新能源 曾武渊61冤
构建疫情防控野安全网冶要要要华厦设计院全力做好复工复产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华厦设计院 刘志伟渊62冤
点滴爱心汇成磅礴力量要要要永安煤业公司党员志愿捐款支持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永安煤业 林芸渊63冤
野身为党员袁这是我的分内事浴 冶 华厦设计院 王峰渊63冤
战野疫情冶党员担当责任冲在前 天湖山能源 姚文华渊64冤
疫情期间袁这份担当寓意深刻 福能新能源 蒋文君渊65冤
肖厝港公司狠抓疫情防控确保安全生产 肖厝港 颜伟政渊66冤
野三虎冶当关袁防控疫情不漏一人要要要永安煤业柯坑煤矿保卫办防控疫情侧记

永安煤业 郑春林 陈君英渊67冤
我在后方守护着要要要天湖山能源公司多管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后勤工作

天湖山 黄艺欣渊68冤
肖厝港公司码头第一党支部开展野防控疫情党员在行动冶主题党日活动 肖厝港 卢金景渊68冤
永定区 6家煤矿设置 126间的隔离房 永定区煤管局 林矩鸿 张桢毅渊69冤
理论园地

福能集团总工研修班上的讲话:抓业务是基础袁带人才是关键袁责任心是保证 福能集团唐福钦渊70冤
2019年省属煤矿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福能集团唐福钦渊71冤
2019年度二等奖论文
龙岩市煤炭行业去产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永定区煤管局张茂法渊72冤
浅谈坑道钻探在煤矿井下的应用 天湖山能源铅坑煤矿陈智敏郑家明渊75冤
昌福山井田煤矿水害调查及防治措施 永定区煤管局姜明福渊77冤
企业文化

人生若不提升袁你可能一辈子都在爬坡过坎浴 要要要2020年新年献词 福能集团 唐福钦渊8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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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冶要要要读省煤炭协会会长尧福能集团副总工唐福钦新年献词野人生若不提升袁你
可能一辈子都在爬坡过坎浴 冶 福能集团 林清霖渊83冤
奔忙在一线战野疫冶的党员 永安煤业 林芸渊85冤
野胡子哥冶让冷清的煤矿热闹起来 煤电公司龙潭煤矿 陈思忠口述 林矩鸿整理渊86冤
履职尽责的港区仓库管理员 肖厝港 林如梅渊87冤
注定要被累瘫袁心疼呀浴 要要要197队一职工家属支援湖北武汉一线防疫

省 197地质大队 孙轶群渊88冤
简讯 渊89冤
封面院据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野三个一批冶工作方案院即野推
动一批现有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袁一批相邻企业转产应急物资生产袁以及加快新建一批应急
物资生产企业袁全力扩大应急物资生产产能和产量冶的要求袁2月 2日下午,福能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林金本赶赴南纺新材公司袁亲自指挥协调袁安排部署抢修原有生产线复工尧抢购口罩生产等设备尧
抢建洁净厂房尧抢订上游原料袁抓好生产医疗防护制品生产遥 (詹旺秀 凤晓 摄影报道)

封二院各级领导到企业调研新闻照片
封三院协会会员单位复工新闻图片
封底院协会会员单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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