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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炭学会文件

陕煤学会发〔2021〕11 号 签发：王双明

陕西省煤炭学会

关于召开第八届理事会二次会议的

通 知

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单位，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及挂靠单

位、各部室：

经研究，定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召开陕西省煤炭学会第八届

理事会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科技三个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群团

改革和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审议通过学会有关重要工

作事项，安排部署学会下半年工作。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开会，会期一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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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3 日下午 2 点至 6 点报到。地点：黄陵矿业宾馆（黄陵县

店头镇）。

二、会议主要内容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及三会精神；

（二）学习贯彻中国科协、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科

协学会创新发展的意见》和陕西省科协《关于进一步推动陕西省

科协所属学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陕西省煤炭科学技术奖专项基金》

的方案；

（四）审议通过发展新会员和增补陕西省煤炭学会第八届理

事单位及理事；

（五）审议通过学会有关管理制度；

（六）安排部署学会下半年重点工作。

三、参会人员

（一）邀请：省科协和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省煤炭协会，

省运销协会，有关新闻媒体；

（二）参加会议人员：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理事，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学会各部室负责人，拟新增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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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满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煤炭地质及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西安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专业委员会〕、西安科技大学能源学院〔采矿及矿井

建设专业委员会〕、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机电信息

专业委员会〕、陕西煤业化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清洁加

工利用专业委员会〕、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科普专业委员会〕）

负责人。

四、有关要求

（一）相关人员应按通知届时参加会议，确因特殊情况不能

参会的，应事先请假并另指派相关人员参会，于 7 月 28 日 17 点

前，将回执发至省煤炭学会秘书处邮箱。

（二）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附件：陕西省煤炭学会参会回执

联系人及电话：党德民 18191322108

黄 伟（黄矿信息办）13468968990

邮 箱：sxmtzbzb@126.com

地 址：西安市和平路东十一道巷 6 号

邮编：710001

陕西省煤炭学会

2021 年 7 月 19 日

mailto:ddm01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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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煤炭学会参会回执

注：有无司机请注明。

序号 姓 名 性别 单 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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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人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陕西省煤炭学会 理事长 王双明

陕西省煤炭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 张志民

陕西省煤炭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惠维渊

陕西省煤炭科学研究所 副理事长 张少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屈永利

中煤航测遥感局、中煤航测遥感集团公司 副理事长 白志刚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公司 副理事长 刘 程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刘清宝

陕西延长石油矿业公司 副理事长 封 华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公司 副理事长 麻顺宽

西安科技大学 副理事长 来兴平

中国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罗 文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李智学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 赵新法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副理事长 程志荣

陕西省益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齐海清

延安车村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任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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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刘水利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孙龙琦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刘朝阳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吴 杰

陕西陕煤彬长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赵文革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迟宝锁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石增武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毛世强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汇森煤业分公司（筹） 副理事长 王水利

陕西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白铭波

陕西华彬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张西寨

兖矿集团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金鸡滩煤矿 副理事长 岳 宁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赵国智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雷贵生

煤炭工业西安工程造价管理站 副理事长 王 威

西安煤炭建设监理中心 副理事长 吴成法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杨科生

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段中会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李 琦

韩城市煤炭同业公会 副理事长 朱守怀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刘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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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李来新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乔建华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王苏健

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李增林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田玉民

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副理事长 李冰一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赵友军

中国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大柳塔煤矿 常务理事 陈苏社

中国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榆家梁煤矿 常务理事 杨建彬

中国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圪台煤矿 常务理事 肖剑儒

榆林神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青龙寺煤矿 常务理事 高治洲

陕西彬长大佛寺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王福军

陕西彬长胡家河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焦小年

陕西彬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郭林生

陕西彬长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柳选军

陕西彬长孟村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宋战宏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高 杰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苗彦平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高 彬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王建文

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谢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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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雷亚军

榆林市榆神煤炭榆树湾煤矿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高兴斌

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吕文宏

陕西麟北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何宏洲

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赵加才

神木汇森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张海军

府谷汇森冯家塔矿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梁小康

榆林市杨伙盘煤矿 常务理事 张小平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横山魏墙煤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李军胜

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王春林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常务理事 赵建会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李民峰

陕西有色榆林煤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吴立军

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柴宏有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玉华煤矿 常务理事 冠义民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陈家山煤矿 常务理事 方亚杰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下石节煤矿 常务理事 王新堂

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闫和平

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申小龙

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雷少毅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薛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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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陵二号煤矿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李团结

陕西双龙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仲照海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下峪口煤矿 常务理事 李宇龙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象山矿井 常务理事 钱万学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桑树坪二号井 常务理事 张 杰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桑树坪煤矿 常务理事 徐新强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孙小岩

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郭风景

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白 泉

陕西省何家塔煤矿 常务理事 尹春生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杨宏军

陕西煤业集团黄陵建庄矿业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雷贯亮

陕西省崔家沟煤矿 常务理事 张卫东

陕西煤化选煤技术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李毅红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公司小纪汗煤矿 常务理事 石建祥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李俊恒

陕西榆林能源集团郭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理事 刘晋波

陕西蒲白西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任华余

陕西秦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杨大勇

铜川市印台区鼎盛煤矿 理事 杜亚峰

铜川市乔子梁煤业有限公司 理事 张应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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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印台区马家河村民兴煤矿 理事 郭河南

铜川市印台区鼎鑫煤业公司 理事 余全升

铜川市耀州区石柱东沟煤矿 理事 杜东红

华能铜川照金煤电有限公司西川煤矿分公司 理事 王 刚

彬县水帘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孙广京

陕西澄城董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王小牛

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理事 刘文龙

陕西众源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王向前

横山县张家洼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马凤东

陕西秦安煤矿安全评价事务有限公司 理事 杨 旭

西安博深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张祖银

陕西省一三九煤田地质水文地质有限公司 理事 曹百胜

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 理事 宋宽强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理事 韩志雄

陕西星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宫保成

陕西燎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张 奎

韩城盘龙煤业有限公司 理事 吴旭峰

陕西西韩兴隆煤矿有限公司 理事 郭 宜

韩城市后洞沟煤矿 理事 赵军锋

韩城市杏树沟联办煤矿 理事 王存德

陕西狮山能源煤业有限公司 理事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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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市龙源煤矿 理事 张勇宏

陕西澄合合阳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 周文凯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公司董家河煤矿分公司 理事 安院文

陕西澄合百良旭升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张俊满

陕西省红石岩煤矿 理事 张普选

汉中市镇巴县简池煤矿 理事 刘天华

陕西创能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何崇秋

圣拓（陕西）矿业有限公司 理事 张运波

延长矿业可可盖煤业公司 理事 刘全辉

延长矿业西红墩煤业公司 理事 梁虎臣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杨宏军

延安大学绿色环保研究基 理事 黄晓团

拟新增补理事单位：

美联美智慧能源技术（西安）有限公司 理事 赵俊孝

陕西瑞泰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刘久林

陕西珞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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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驻会领导

陕西省煤炭学会 2021 年 7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