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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汾河水
畔，锦绣太原，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2021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今天
开幕。论坛以“能源 气候 环境”为主
题，围绕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革命等
世界课题，“太原声音”传递中国推动
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国际
合作的权威信息。

9月 2日，临近晋阳湖国际会议中
心，记者看到，写有“能源革命、碳达
峰、碳中和”字样的彩旗飘舞，庆祝
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横幅
非常醒目。在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

内，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布置会场。
“太原声音”即将从这里传向全世界。

经国务院批准，2021 年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于 9月 3日至 4日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论坛是 2016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国际
性、专业化论坛，已成功举办四届，逐
步成为能源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专
业话语权的高端对话平台、科技成果
发布平台、国际合作的对接平台，成为
全球能源革命发展举世瞩目的聚焦
点。

2020年 9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本届论坛是在
我国宣布双碳目标后举办的能源领域
第一个高规格论坛。论坛进一步突出
国家选题，紧扣能源革命、碳达峰碳中
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历史性任务展开；
进一步突出国家声音，传递中国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定信心，发出中国
扩大国际合作的权威声音；进一步突
出国家规格，论坛主办单位增加自然
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太原能源低碳发
展论坛是目前国内主办部委最多的国
际性论坛。

两天时间内，各种活动高密度举
行。主要内容包括一场开幕式暨高峰
论坛、一场信息发布+圆桌访谈、一批
签约活动、一个线上展厅、一组分论坛
及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峰会等。针
对全球关注热点，论坛今年首次设立
气候分论坛和环境分论坛。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将聚集国内外先进信息
理念、整合国内外最新技术成果、运用
国内外先进模式和创新方法，发出中
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
慧。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今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秀丽）截至目
前，西山煤电斜沟矿煤炭回收率保持在
90%以上，每个工作面平均多回收煤炭
21万吨。

为了提高煤炭回收率，斜沟矿在
精采细采上下功夫。他们从管理入
手，建立完善的资源管理体系，将储量
管理、资源回收管理、煤厚探测、回采
率统计等工作责任落实到地测、技术
等职能部门和责任人头上。同时，根
据工作面实测平均采高及采掘进度,

在考核采区产量和煤质的同时，认真
对照实际煤厚和回采距离，准确测定
煤炭资源实际损失量，制定严格的奖
惩措施，利用经济杠杆调动职工回收
资源的积极性。

技术攻关是不断提高煤炭回收率
的不二法宝。该矿目前开采的 13 号
煤层厚度达 15 米，由于顶煤较厚、冒
放性差，煤炭回收率一直较低。为此，
技术人员改变思路，突破回采巷道传
统的错层位布置方式，细化回采工艺，

科学地编制了顶煤预裂技术方案，即
在工作面两个端头使用水力压裂切顶
卸压技术取代深孔切顶爆破技术，使
综放工作面的两个端头顶板煤层及时
垮落，提升了综放工作面顶煤的回收
率。“回采中，如果出现因煤厚而导致
超高采煤机割不净的情况，职工就采
用调整机高、返机重割的方式进行采
掘，就连撒落在支架旮旯里的煤，也用
手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综采一队队长
杨海文说。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马
卓）9 月 2 日市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以
来，我市的邮政快递企业利用自身优势，
全方位服务农产品销售。其中，针对清徐
葡萄受疫情影响出现一定程度滞销的情
况，太原邮政企业自 8月下旬以来，组织专
项助农营销团队和各网点，通过线上营销
和预约销售的途径，已经销售清徐葡萄约
6.3万斤，为当地葡农缓解了滞销压力，开
辟了新的销售途径。

清徐葡萄因皮薄、肉厚、糖分高、色泽
美观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立秋
之后，葡萄进入成熟季，今年受疫情影响，
葡萄出现一定程度的滞销情况。对此，8
月份以来，太原邮政公司启动了惠农项
目，将清徐葡萄、阳曲小米、娄烦土豆等农
品列为“一县一品”项目。

为了做好清徐葡萄惠农服务，太原邮
政公司主动与优质葡萄主产地之一的马
峪乡进行了对接，初步选定将巨峰、龙眼
两款葡萄作为重点农品，进行线上线下多
渠道推广销售。采摘现场，为了把控好葡
萄的品质和到货速度，邮政工作人员帮农
户一起采摘、称重、封装。同时，为增强客
户体验，保证葡萄当天采摘，24 小时内实
现同城配送到户，网点订单数量在 100 箱
以上的，还会安排专车送达，确保客户能
享受到最新鲜的葡萄。

本报讯（记者 贾尚志）9 月 2 日消
息，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
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
我省的 7 个村和 3 个镇入选。

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忻
州市偏关县老牛湾镇老牛湾村、阳泉市
盂县孙家庄镇王炭咀村、晋中市寿阳县
宗艾镇下洲村、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岳
家寨村、临汾市永和县乾坤湾乡东征村、
运城市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村入选第三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阳泉市平定县
娘子关镇、长治市壶关县大峡谷镇、晋城
市阳城县润城镇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镇（乡）。

文旅部将会同国家发改委，指导各
地在配套设施、金融贷款、宣传推广、人
才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乡村旅游重
点村镇的政策支持，发挥好重点村镇示
范带动作用，引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周利芳 通讯员 杨
晓清）8 月 30 日，山西建投集团北京总部
揭牌运行。这是该集团继华南区域总部、
华东区域总部之后组建的又一个区域总
部。

山西建投集团三个区域总部的成立
和运营是该集团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措施，对该集
团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和品牌带动效应，实
现区域经营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
区域分部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资源整合，积
极发挥“咨询、勘察、设计、投资、建设、运
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生产经营一体
化。面向“十四五”，该集团将秉持“成熟
一个、建立一个”原则，推动省内 5个和省
外 7个区域管理机构的设置，在全国打响
山西建造新品牌。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市发改委
8 月 27 日发布消息，征集专业工程咨
询机构，承担太原市政府投资项目咨
询评估任务。

市发改委介绍，征集专业工程
咨询机构承担政府投资项目咨询评

估任务，旨在加强投资决策的科学
性、民主性和专业性，增强投资咨
询质量，提高委托评估效率。咨询
评估范围涉及：市发改委委托的各
项评审论证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委
托的各项评审论证工作。

评估机构需具备的条件有：通过
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
案，并列入公示名录的工程咨询单位；
具有所申请专业的甲级资信等级，或
具有甲级综合资信等级，特殊行业可
适当放宽至乙级等。

本报讯（记者 张勇）9月 2日，山
西省药监局发布公告，就《山西省药
品零售企业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一
退两抗”药品实名登记销售操作规程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为贯彻落实省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发挥全省药品零售企业“哨点”作

用，切实做好“一退两抗”药品实名登
记销售工作，为全省疫情防控流调工
作提供数据支持，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安全。省药监局日前组织起草了
《山西省药品零售企业常态化疫情防
控期间“一退两抗”药品实名登记销售
操作规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草案可在省药监局官网查阅。
省药监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欢迎有
关单位或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前，将有关意见通过
电子邮件反馈至邮箱：sxypltc@126.
com，邮件标题请注明：“一退两抗”
药品实名登记销售操作规程意见反
馈。

本报讯（记者 李静）光影炫舞迎
盛会，流光溢彩耀龙城。连日来，市城
市照明管理中心对全市照明设施进行

“再排查、再梳理、再提升、再创新”，切
实达到功能照明运行稳定、景观照明
凸显环保的目标，积极服务 2021 年太
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在功能照明方面，排查巡检全市
范围 620 余条城市主次干道的照明设
施，共处理灯具、线缆故障 20余起，切
实保障了功能照明的运行稳定。特别
是对围绕滨河东西路、长风街、迎泽大
街、新晋祠路等会议召开、下榻酒店的
辐射街道，重点排查整治，确保论坛召

开期间功能照明设施的安全稳定运
行。

在景观照明方面，为了营造能源
低碳环保的夜间环境，分区域对迎泽
大街、府东府西街、漪汾桥两岸、南中
环桥两岸、长风桥两岸等街道局段两
侧的 131 栋楼体亮化设施的成像，重

新编排演绎，以“欢迎焰火、绿色城
市、一个地球”为主题，共制作楼体动
画 206 套、字幕标语 19 套，播出约 310
分钟。为了保障演绎效果，中心多次
试播、试演，并专项进行抽查，下发整
改通知单，全力保障论坛召开期间城
市亮化设施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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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药实名登记怎么规范

征集专业机构 增强决策科学性

斜沟矿精细化开采让煤炭“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