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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不见煤”的花园式矿山什么样
——开滦集团坚持绿色开采构建循环产业链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 通讯员 刘全顺

唐山多措并举打造乡村振兴国家示范样板

实施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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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区纪委监委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建立常态监督体系

芦台经济开发区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达3家

日前，
走进开滦集团
各个矿业分公司，
萧瑟的寒风没有带来飞
扬的煤尘，转遍场区，也没有看
到高耸的落地煤堆。

“现在是冬天，植物凋零，看得不明
显，要是夏天来，树绿花艳，空气中满是香
味。黑烟乱飞、黑水横流的黑色煤海已不
复存在了，完全寻不到煤的所在，很难想
到这曾是人人‘绕着走’的‘禁区’。”同行
的开滦集团工作人员介绍说，近年来，开
滦集团以绿色为底色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坚持黑色煤炭绿色开采，构建绿色循
环产业链，打造“看不到煤”的花园式矿
山，让这片“黑色煤海”逐渐蜕变升华，实
现了“绿色转身”。

智慧开采，采煤不见煤、
存煤不露煤

为何矿区采煤不见煤？煤炭又是如何
被开采出来的？开滦集团的智慧矿山建设
由此可见一斑。

“皮带运行平稳。”日前，在开滦集团
钱家营矿2875W采煤工作面，工人正通过
屏幕监测运煤皮带的运转情况。

“这是利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回采的工
作面，皮带运输系统采用了皮带集中控制
系统和视频监视系统，提高效率的同时，
能确保‘煤不外露’。”开滦集团钱家营矿
业分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刘豫军说，系统
具备全线启动预警、一键启停、故障显示
并报警停车、单独远程启停等功能，并对
皮带机跑偏、超温等状态进行监视。

让智能化皮带这样的“智慧”设备接
触煤，实现了“无人值守、少人巡视”，在大
大提升煤炭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减少了煤
炭带来的污染。

在智慧化开采的基础上，实施煤料封
闭，是减少煤炭污染的有效手段。

“这就是我们刚建成不久的封闭煤
场，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降尘喷淋系
统、排风换气系统一应俱全。”开滦集团吕
家坨矿业分公司节能环保办公室工作人
员于涛指着一个大型的黑灰色建筑介绍
说，像这样的封闭煤场，该公司共有4座，
能实现对煤炭开采、储存、装卸的全程封
闭管理。

在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业分公司，井下
采出的原煤从主井口开始，便通过全封闭
式的皮带栈桥被输送到大块车间、原煤
仓、洗煤厂、精煤仓，再到装车外运，整个
煤流过程中，在外面看不到一块煤，真正
实现了采煤不见煤、存煤不露煤。

不只吕家坨矿业分公司，开滦集团在
煤炭开采、加工、运输、洗选、储存过程中
强化降尘、抑尘措施，全力推进储煤（料）
场封闭工程建设，在范各庄矿业分公司、
中润公司、中化公司等主要生产单位实施
煤场、料场棚化工程12个。其中，中润公司
原煤场大棚封闭项目，采用15.5米钢桁架
结构山墙、桩基础、混凝土承台、混凝土挡
墙、钢结构、铝镁锰板及SMC高分子抑尘
板等，实现封闭厂区面积78320平方米。

除了煤炭本身,堆积如山的煤矸石也
是扬尘污染重要的源头。随着充填开采技
术的广泛应用，矸石又重新回到了地下。

开滦集团为解决“三下”压煤、矸石排
放和环境保护等突出问题，向省相关部门
申报了“开滦集团公司矿山绿色开采技术

改造”项目，并与中国矿业大学签订了“建
筑物下固体充填综采技术研究”技术开发
合同，此工程列入集团公司建筑群下固体
充填开采示范性工程。其中，开发煤矿井
下煤矸分离技术，开发综合机械化矸石密
实充填回收煤层群技术，使煤矿矸石不出
井，充填回收传统方法无法采出的“三下”
压煤，从而形成一种采选充采一体化煤矿
绿色开采新模式。

废物利用，构建低碳绿色
循环产业链

近日，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分公司B区
净化水厂，净化处理后的矿井水源源不断
地从排水口涌出，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认真
观察水质浑浊度、色度以及肉眼可见物
等，以检验净化后的水质。

“随着生产不断推进，井下会产生矿
井水，然而这废水乌黑浑浊，对环境破坏
极大。”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分公司环保法
律事务部党支部书记范秀山说，今年以
来，公司组织实施矿井水深度净化处理工
程，深入推进净水系统升级改造，净化后

的矿井水达到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规定的一级A标准，从根本上解
决了环保达标排放难题。

在开滦集团，被重新利用起来的不仅
有矿井水，更有煤化工领域的废水废料。

位于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的唐山
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和唐山中润煤化工有
限公司之间，构成了一条废物综合利用的
低碳绿色循环产业链。

“中润公司内有个污水深度处理站，
针对焦化废水中高浓度有机物难降解的
特点，在原有SDN工艺废水处理基础上，
采用国际先进的‘超滤+纳滤’双膜法处理
工艺，使出水指标达到排放要求。”开滦股
份副总工程师、煤化工技术部部长李建华
说，中润公司正以“循环经济、绿色化工”
为方向，通过循环系统，实现水、煤气、蒸
汽、氮气、压缩空气等介质综合平衡利用。

在该循环系统中，中润公司和中浩公
司成了重要节点。“中浩公司产生的工业
废水由中润公司统一处理，依靠园区的循
环系统，生产成本有效降低，真正实现循
环经济。”李建华介绍说，京唐港开滦煤化

工 园 区 建
立了完善的炼

焦余热、氮气、弛放
气、产品、水和废渣等 6

大闭合循环利用系统，将上游
项目产品传导用作下游项目原料，回

收的副产品进入系统进行再利用和再生
产，其中，干熄焦项目每年可回收能源折
合标准煤约8万吨、利用余热可产生蒸汽
120万吨或发电2.5亿千瓦时。

据了解，中润公司污水深度处理和中
水回用系统两项工程，使处理后的工业废
水达到工业原水水质标准，实现园区内污
水零排放和水资源的闭路循环利用，每年
减少外购新鲜水量约252万吨。

除此之外，开滦煤化工板块的其他厂
区也深入践行了循环经济理念。其中，迁
安中化公司和承德中滦公司，充分发挥焦
化基地功能，焦炭主供钢铁公司，焦炉煤
气用作炼钢高炉的加热介质，粗苯和焦油
由京唐港化工园区集中深加工，实现规模
效益和产业链延伸。

精细管理，打造整洁靓丽
生产生活环境

沿着整洁的路面进入开滦集团矿山运
营分公司，只见路两侧树木整齐排列，尽管
由于气温寒冷，树叶所剩无几，却依然能想
象出炎炎夏日，那种绿树成荫的景象。

“高颜值、高品质已成了我们的代名
词，这得益于常态化环境卫生治理。”矿山
运营分公司工作人员说，今年4月以来，公
司持续开展常态化环境卫生治理活动，做
到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将措施落到实处，
让环保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打造整洁靓
丽的生产生活环境。

绿化是此次环境治理的重点。“以之
前矿区增绿为基础，我们根据天气情况，
打开在草地中的喷淋系统，对矿区内的花
草进行灌溉。”矿山运营分公司工作人
员说。

不只矿山运营分公司，开滦集团东
欢坨矿业分公司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厂区
环境治理力度，在矿区内着重培育以阔
叶速生树种为主体，以观叶、观花树种为
点缀，以花灌木为辅助的自然风景林，仅
工广区就种植了果树、玉兰等各类树木
10 余种 1200 多棵，绿化总面积达 5000 多
平方米。

通过绿化改造和环境治理，矿区有
了“外在”的绿。为让矿区绿得“由内而
外”，开滦集团加强锅炉改造，实现“绿色
燃烧”。

冬至已过，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业分公
司员工宿舍内，温暖而舒适。

“我们淘汰了燃煤锅炉，取而代之的
是高温热水醇基燃料锅炉，更新与之配套
的水源热泵机房、热力站、井口加热室等，
为井口通风和员工洗浴提供更为优质的
热源。”于涛说，使用醇基燃料供热效果非
常好，其中不含硫分，清洁环保，还不会因
极寒天气而冻结，在相同天气条件下，醇
基燃料的供热效率高于煤炭的供热效率，
从点炉到达到目标温度所需时间可节省3
小时左右。同时，使用醇基燃料供热，不需
要除渣、除尘、上煤等辅助环节，设备故障
率低。

目前，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业分公司、
范各庄矿业分公司等单位已经将燃煤锅
炉全部改成醇基燃料锅炉。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 通讯员檀咏、刘江涛）12月26日，乐
亭县正式启动数字乡村项目建设。以此为起点，该县将进一步全面提
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
关键作用。

据介绍，乐亭县数字乡村项目建设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在党的
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的运用；以数字化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政务、生产、经营、管理和服
务等方面的创新作用。目前，该县已建设完成涵盖数字乡村大数据平
台、“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益农信息、业务展示及办事区、数字
乡村培训基地及数字宝盒广场等功能板块的胡家坨镇大黑坨村、乐
亭镇韩坨村、毛庄镇毛庄村3个数字乡村运营服务中心试点，县、乡、
村数据互通，构建起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民
群众“办事不出门”“有事零跑腿”，探索走出了一条以数字赋能撬动
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路子。

项目启动当天，乐亭县还举办了以“助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乡
村、发展数字农业”为主题的2021乐亭数字乡村论坛，邀请国内信息
化研究部门知名专家学者就乐亭现代农业、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话
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为该县数字技术与农业品牌、农村电商、农村金
融、农民生产生活等的有机融合建言献策。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刘盼侠）近日，芦台经济开发
区企业远大洪雨（唐山）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获“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授牌。

近年来，芦台经济开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壮大创
新主体、提升创新平台、转化创新成果。按照激活存量、培育增量、提高
总量的原则，分类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工作，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
技型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鼓励支持重点企业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以平台为载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创
新发展。截至目前，芦台经济开发区共有省级技术创新中心2家，市级
4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市级6家；A类研发机构5家，B类研发机
构4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2家；全区企业共拥有发明专利37项。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郑亚军）今年以来，路北区纪
委监委紧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以开展规范权力运行工作为抓
手，积极探索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有效方法，深入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该区纪委监委不断健全完
善程序制度，在全区开展规范权力运行工作，主要围绕“一把手”和领
导班子权力运行查找廉政风险点，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同时，围绕制
度执行力开展监督检查，有效避免制度建设虚化，形成“权力事项清
单化、权力运行流程化、防范风险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全
区61家单位规范职权1725项，制定流程图800个，建立规章制度1083
项。与此同时，建立常态监督体系，制发《关于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督导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路北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督导职责
及分工》等文件，采取查阅资料、实地查看、谈话了解等方式，定期开
展制度执行力、廉政风险防范专项监督检查。

以抓早抓小为原则，路北区纪委监委对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通报批评、督促整改，实现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常态化。结合监督检查、巡察反馈等情况，共制发全区通报3
期，对8家工作推进不力、制度执行不力的单位下发《整改督办函》。

据悉，该区纪委监委通过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管，进一步加强了
对各单位“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有效解决了基层权力监督机制
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到位、干部用权随意性大等问题，也进一步增强了
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在全区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12月10日，唐山市广
际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高档塑编制品、木塑托盘项目
取得土地使用证后，当日便一次性取得立项备案、用
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全套
开工审批手续。“这真是政府办的大好事，拿到土地
使用证的第二天我们就破土动工，大大节省了时间，
真正做到了‘拿地即开工’。”项目总经理陈箐表示。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社会投
资新建工业项目落地落实，唐山市于近期实施社会
投资新建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改革。截至目
前，全市已有 61 个项目具备“拿地即开工”申请条
件，47个项目已进入审批程序。

为将项目拿地前的“等地期”转化为项目推进
“加速期”，唐山市通过进一步减审批、并环节、优流
程、缩时限、转方式，加强事前介入辅导，突出事中事
后监管，采取政府提前给定标准条件、建设单位提前
进行文本编制、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与各类审批许可
同步落实，全面提高项目审批速度，审批用时由原来
10个工作日实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即可拿到施
工许可前全部审批手续”，项目开工时间跨度节约用
时4个月以上。

在社会投资新建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改
革中，项目申请的主体由项目单位转变为项目所在
地园区管委会，签订土地出让前相关事项跑办由园
区管委会负责，企业无需到场办理任何事项，大幅降
低了项目单位报建成本。同时，对重点项目建立全过
程审批时限清单、畅通绿色通道、实施“快批快办”、
提供“保姆式”服务，用真情服务重点项目，以“项目
沸腾”带动“唐山火热”。

目前，“拿地即开工”全部审批流程均已实现
网上办理。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等2项对图纸要求较为严格的事项外，其余
事项已全部取消纸质申报材料，实现“一张表单”

“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次办结”。

61个项目具备“拿地即开工”申请

条件，47个项目已进入审批程序

乐亭启动数字乡村建设项目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洋）日前，笔者从
唐山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年来，该市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体系化组织、全域化布
局、项目化实施、精细化建设、优质化发展、组
团化打造、规范化治理、全民化参与思路，助
力打造产业强、农民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国
家样板。

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的整
体提升。谋划了四环、九带、多片重点布局，通
过实施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共打造了 30
个市级示范区、360 个示范村和 3258 个提升
村，创建了5个省级示范区；通过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迁西县、迁安市荣

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称号；通过做亮
特色项目，留住乡愁记忆。突出了沿海、平原、
山区不同村庄的地理文化内涵，挖掘文化建筑
特色，防止了千篇一律、千村一面。在村容村貌
上注重内外兼修，以景点的标准打造了精品示
范美丽乡村，使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
房变客房、资源变资产，乡情、乡景、乡味、乡
居联动升级。

做实做强乡村产业、做长产业链条、做强
“三品”塑造，实现乡村富裕文明。以双十双百
做优产业布局，以发展 10 个优势特色产业、
建立 10 个农产品加工集群、创建 100 个农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基地、创建产值超 100 亿元

乳品产业加工集群工程为抓手，做实做强乡
村产业。如今，唐山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总量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均为全省第
一,肉类、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产量持
续保持全省首位，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乳
制品加工量，均居全省第一。做长产业链条。
按照大集群、大项目、大产业思路，对接京津
及国内外龙头企业，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
天食集团锦疆现代农业园区项目、中国融通
农发集团 3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中储粮海港
开发区物流仓储项目等一批农业重点项目落
户开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总量
位于全省第一方阵。做强“三品”塑造。依托国
家、省农业现代产业体系综合试验站、省级农
业创新驿站，充分利用京津科研院校（所）科
技和人才优势，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促进
农业新成果、新技术、新模式在唐山落地。绿
色奶业经验做法被广泛宣传和推广，唐山获
批筹建全国唯一地级市部级农产品检测
中心。

如今的唐山农村，产业强、农民富，群众收
获了幸福感和获得感。

打造了30个市级示范
区、360 个示范村和
3258个提升村，创建了
5个省级示范区；以发展
10个优势特色产业、建
立10个农产品加工集
群、创建100个农业高
质量发展示范基地、创
建产值超100亿元乳品
产业加工集群工程为抓
手，做实做强乡村产业

图①：经过花园式矿山改造，开滦集团吕家坨矿业分公司已是绿树成荫。
河北日报通讯员 邵志兴摄

图②：近年来，开滦集团东欢坨矿业分公司通过环境治理，使厂区变得满是绿意。
春暖花开时，员工行走在厂区内，仿佛走进了大花园。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郭洁清摄

图③：作为开滦煤化工板块中低碳绿色循环产业链重要一环，唐山中润煤化工有
限公司如今绿草如茵，成为开滦集团实现“绿色转身”的缩影。

河北日报通讯员 周慧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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