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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智能调度系统。

电铲作业。

粉煤灰提取氧化铝中试厂。

准能集团矸石发电公司准能集团矸石发电公司。。

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市区驱车驶入位
于准格尔旗的矿区境内，冬季植被的绿色虽然
褪去，但在排土场上，油松、樟子松常绿，灌木、
柠条遍布，偶有野鸡、野兔出没。大自然不断
地向外释放人与自然和谐的独特魅力。

“2000 年我来到准格尔旗，一到春天，黄
沙漫天，大风吹起的石子打在脸上生疼，山
岭更是荒秃秃一片，而今那样的景象已得到
改善。准能集团非常重视矿区生态治理修
复，已经形成的排土场乔灌木交错、农作物
飘香，宛如画卷般翠绿。”在准格尔旗工作了
20 多年的王子路说，如今的准格尔旗，城区
的建筑井然有序，矿区生态绿意盎然。

准能集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践行“两山”理论，坚持采矿愚公移
山、打造绿水青山、缔造金山银山，将生态建
设 与 生 产 同 规 划、同 部 署、同 实 施 ，叩 石 垦
壤，填沟造绿。从建矿至今，持续开展生态
建设科研攻关，创新形成水土流失控制技术

体系、生态重构技术体系、标准化作业流程
三大技术体系，实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
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与保护，
将 沟 壑 纵 横 的“ 鸡 爪 子 ”山 改 造 成 万 亩 良
田 。 经 过 多 年 探 索 实 践 ，集 成、发 展 了“ 生
态+光伏、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
果、生态+文游、生态+棕地利用”等多元产
业，创新形成了“采—复—农—园”绿色协同
发展模式，实现了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煤炭企业高质
量绿色发展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的全新发展模板。

印象中，煤矿总让人联想到裸露的黑色，
然而走进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矿区，排土
场边坡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鱼鳞坑，坑内种植
的绿植在茁壮成长，全然没有一点黑色。为做
到生态修复和生产开采的协同并进，准能集团
随着采矿进度分期制定生态建设规划，与生产
工作协同推进，做到了边开采、边复垦。为降

低开采作业对原始土体结构的影响，最大程度
恢复生态系统，在排弃剥离物时，根据植被恢
复要求，注重合理规范排土，形成“表土堆放—
岩石剥离排弃—下层黄土覆盖—表土覆盖—
土地平整—土地生态复垦”的科学作业流程，
保证排土场的地质结构稳定，覆土厚度 2 米以
上，为后续的生态重建创造了条件。

截至 2020 年，准能集团累计投入复垦绿
化 资 金 15.98 亿 元 ，完 成 复 垦 面 积 3400 公
顷，在矿区种植各种乔、灌木约 6920 万株，地
被植物 21.43 平方公里，自有土地形成森林
面积 666 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由原始地表
的 25%提高到了 80%以上，先后获得“全国
部门造林绿化 400 佳单位”“全国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岁月峥嵘，山河作证，在经历了波澜壮阔
的奋斗和跋涉后，在鄂尔多斯高原这片热土
上，准能人挥动如椽巨笔，为北疆绿色经济
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的调度中心
大屏前，调度中心主任蔡利随手用鼠标切换显
示画面，采坑下每个作业场景的镜头都非常清
楚，报表系统呈现的数据一目了然。“准能集团

‘数字矿山’项目新建或整合了 60 多个信息系
统，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数据中心’，做到了数
据的共享和高效利用，实现了生产、安全、经
营、机电、技术等各个管理领域的信息化全覆
盖，规范了管理、提高了效率。”蔡利介绍，准能
集团智慧矿山系统，在露天煤矿穿、采、运、排
生产各个环节建设了自动采集、监测和智能调
度等系统，初步实现了原煤生产、洗选装车、铁
路运输、矸石发电、辅助生产等全产业链的一体
化联动管理和智慧化运营。做精煤炭产业主
体，是准能集团转型发展的战略基石。“近年来，
准能集团坚持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不断加大
矿山智能化建设，优化生产工艺，合理更新使用
先进设备，突出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生产方式，

逐步实现煤炭产业规模产量向质量效益转变、
由粗放开采向智能开采转变、由高耗能向绿色
生态转变、由燃料向原材料转变。”准能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杜善周表示，准能集团力争成为
国内露天煤矿行业的领跑者，打造世界一流露
天样板煤矿。按照矿山智能化建设规划，准能
集团加大智能传感器、物联网、5G 通信等先进
技术的应用，重点实施卡车、电铲、钻机等矿用
大型设备的无人驾驶技术研发，开发露天煤矿
三维可视化现场作业管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分
析等系统，实现煤炭全产业链智能高级排程和
智慧联动管控，到2022年实现智能化煤矿初级
水平，到2025年实现智能化煤矿中级水平。

2021 年，面对增产增供压力，准能集团把
能源保供工作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
务。截至 11 月 15 日，商品煤累计完成 5316
万吨，超进度计划 238 万吨，同比增幅 7.2%；
发电累计完成 28.1 亿度，超进度计划 3.6 亿

度，同比增加 1.3 亿度，圆满完成了国家能源集
团交办的保供任务。

入冬以来，面对今年强冷空气，准能集团及
时启动抗冰雪保生产应急措施，强化现场作业
管控，提前组织坑下上煤，加大临时储煤场、选
煤厂仓储存煤量，保证了燃煤供应；在保证生产
设备出动方面，准能集团提前做好设备防寒越
冬工作，露天矿与设备维修中心相互联动，加强
设备日常检查，提前排查设备加热装置运行情
况，保证极端天气下设备的可靠运行，突出抓好
防冻车管理，选煤厂、生产服务中心密切配合，
确保防冻液生产保质保量，并对防冻液系统管
道、储液罐、喷洒系统等重点部位进行仔细排
查，确保防冻液喷洒正常、可靠，保证稳产稳运。

翻开经营账本，今年上半年，准能集团实
现利润 22.51 亿元，提前完成全年经营任务指
标，利润额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水平，煤炭主体
地位力扛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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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站在““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历史交汇
节点上节点上，，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简称准能集团简称准能集团））贯彻新发展贯彻新发展
理念理念，，深化效率深化效率、、动力变革动力变革，，走上走上
能源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发展新能源企业高质量绿色转型发展新
的赶考路的赶考路。。

立足新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准能集团准能集团
新一届领导班子新一届领导班子，，走基层征求意走基层征求意
见见、、访高层开阔视野访高层开阔视野，，请专家把脉请专家把脉
会诊会诊，，集思广益推出了以做精煤集思广益推出了以做精煤
炭产业为主体炭产业为主体，，以低碳循环经济以低碳循环经济
和绿色生态经济为两翼和绿色生态经济为两翼，，以打造以打造
智能微电网为纽带智能微电网为纽带，，构建构建““红色红色、、
安全安全、、生态生态、、智慧智慧、、精益精益、、法治法治、、和和
谐谐””的发展战略体系的发展战略体系。。

打造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标杆打造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标杆打造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标杆
□郭成

保供增供 做精煤炭产业主体A

锚定“双碳” 打造循环发展经济B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引领煤炭

工业进入转型变革新时期，准能集团紧紧围绕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国家能源集团“一个
目标、三型五化、七个一流”发展战略要求，提出
了构建以煤炭产业为基础、以低碳循环经济和
绿色生态经济为支撑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准格尔矿区拥有 267 亿吨煤炭地质储量，
伴生的氧化铝资源储量达 35 亿吨、镓资源保
有储量 85.7 万吨、氧化硅资源保有储量 26 亿
吨，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粉煤灰提取
氧化铝的优质原材料储备区。准能集团依托
准格尔矿区“高铝、富镓”的煤炭资源，历经 17
年的实验室及工业化中试技术研发，首创了粉
煤灰“一步酸溶法”提取氧化铝新技术，获得国
际专利 4 项、国内专利 174 项，致力于研究低
碳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高铝煤炭资源利用，推进

煤炭由“燃料”向“燃料+原料”转变，为项目工
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技术保障，推动实现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

优化能源结构、创新低碳技术是实现“双
碳目标”的关键路径。2021 年 8 月 16 日，准能
集团纳米碳氢燃料燃烧试验从制备工艺、过程
优化、喷雾燃烧等方面取得初步成功，这是准
能集团研究利用纳米碳氢燃料技术推进循环
经济产业中的关键环节，此项实验通过将不同
浓度、流量和雾化喷嘴的纳米碳氢燃料与常规
水煤浆燃烧试验对比，结果显示，同等工况条
件下，相同浓度纳米碳氢燃料比传统水煤浆燃
烧特性更好、效率更高。

依托纳米碳氢燃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准能集团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原则，
正在着力打造“纳米碳氢燃料发电-光伏发

电-电解铝”产业体系，力争建设成为“源网荷
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示范工程，进一步延伸
循环经济产业链，对煤炭发电产生的粉煤灰进
行综合利用，并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电、
热、汽资源充分利用，既实现煤炭资源高效利
用，又达到固废产出最小化、污染排放最小化、
废弃物利用最大化。

目前，准能集团正在积极推进煤炭伴生资
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基地进程，推进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深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效能，
持续推动企业全面转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实
现。准能集团还计划逐步将露天开采后重构
再造形成的 18 万亩复垦良田打造为新能源光
伏基地，既可解决绿色光伏新能源消纳瓶颈，
又可把电解铝打造成“绿色、低碳、储能、未来”
的材料。

保障生态 稳筑“绿色发展”之基C

（本版图片由准能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