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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锦赛：花游集体夺冠历史性突破
游泳世锦赛：
杨浚瑄为游泳队摘首金
新华社布达佩斯 6 月 21 日电（记者刘旸
陈浩）21 日在第 19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
花样游泳队取得历史性突破，
首次夺得集体技
术自选项目的世锦赛金牌；女子 200 米自由泳
决赛中，奥运接力冠军杨浚瑄夺冠，汤慕涵摘
铜。
在花游集体技术自选项目预赛中高居第
一位的中国队，决赛中派出的阵容包括常昊、
冯雨、王赐月、王柳懿、王芊懿、向玢璇、肖雁
宁、张雅怡 8 名选手，在 12 支队伍中第七位出
场。节目以追梦为主题，
以《我爱你中国》为背
景音乐，在世界赛场上展现出浓郁的中国特
色。
整套动作堪称完美的视觉盛宴，
中国队最
终 以 94.7202 分 夺 冠 。 这 是 中 国 花 游 队 自
1983 年建队以来，首次在奥运集体项目中获
得世锦赛金牌。日本队和意大利队分别摘得
银牌和铜牌。
女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两位接力
奥运冠军杨浚瑄和汤慕涵并肩出战，
在前半程
落后的情况下，
后半程一起发力赶超。最终杨
浚瑄以 1 分 54 秒 92 夺冠，得到职业生涯第一
枚长池世锦赛金牌。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
世锦赛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澳大利亚名将
奥卡拉汉获得亚军。汤慕涵以 1 分 56 秒 25 收
获铜牌。
男子 200 米蝶泳决赛中，东京奥运会该项

目冠军、主场作战的匈牙利选手米拉克以 1 分
50 秒 34 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冠。这是本
届世锦赛诞生的第二项世界纪录。此前在男
子 400 米混合泳摘金的法国名将马尔尚获得
亚军，东京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日本名将
本多灯名列第三。
男女 4×100 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
队派出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程玉洁组合，
最终位居第六。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
占据前三名。
男子 50 米蛙泳决赛中，美国选手尼克·芬
克以 26 秒 45 的成绩夺冠。意大利名将马丁嫩
吉摘银，美国名将安德鲁收获铜牌，闫子贝名
列第七。
男子 800 米自由泳决赛中，东京奥运会该
项目金牌得主、美国名将鲍比·芬克以 7 分 39
秒 36 的成绩刷新美洲纪录，夺得金牌。奥运
冠军、德国名将韦尔布罗克位居第二。东京奥
运会该项目铜牌得主，
乌克兰选手罗曼丘克获
得季军。
此外，女子 200 米蝶泳半决赛中，东京奥
运会该项目冠军张雨霏以第五名晋级决赛，
朱
嘉铭位居第 14，无缘晋级。男子 100 米自由泳
半决赛中，潘展乐以第五名晋级决赛。女子
50 米仰泳半决赛中，陈洁位居第 11，无缘决
赛。男子 200 米混合泳半决赛中，东京奥运会
该项目冠军、中国名将汪顺排名垫底遭淘汰。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煤层气公司订单班”招生简章
一、招生培养对象
2022 年，通过分类考试招生和普通高考招
生已被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的高职全日制在
校生。
二、招生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三、订单班人数
20 名（男性）
四、培养目标
为淮矿煤层气开发利用公司培养生产一线
操作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同时为公司高质
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储备。
五、订单班培养模式
采取“工学交替学徒制”培养模式，学制三
年。
校企双主体培养、双导师授课、双场地教学、
过程双方共同评价。
六、就业
毕业后经考核合格，
录用为淮矿煤层气开发
利用公司在册员工。

企业简介：
淮矿煤层气开发利用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4 月集团公司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煤层气
产业协同集成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实施煤层气公司与
瓦斯利用分公司（2002 年 10 月成立）整合，整合后的煤
层气公司是集团公司从事煤层气开采、
加工、
利用及地
面瓦斯治理等业务的专业化子公司。
公司下设地面瓦斯治理工程分公司、生产运维保
障中心、调度信息中心、望峰岗煤层气加工中心、潘集
煤层气加工中心、瓦斯发电管理中心共 6 个基层单位，
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纪委工作部、经营
管理部、
财务部、
资源开发部、
安全环保部、
生产运营管
理部 8 个机关部室，
在册在岗职工 333 人。
作为集团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开发利用煤
层气可实现安全、经济、环保等多元效益，不仅对提高
煤矿瓦斯治理效率效益、提升矿区安全高效开采水平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对掌握天然气产业上游气源、
增
强全产业链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同时综合利用煤矿瓦斯，有效减少甲烷排放，高度
契合了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要求。

近年来，淮矿煤层气开发利用公司认真落实集
团公司关于做好煤层气开发与煤矿瓦斯治理协同，
地面瓦斯治理与矿区采场接替协同的“两个协同”
指示精神，地面瓦斯治理与煤层气开发取得积极进
展。煤层气开发 6 口试验井取得初步效果，12 口地
面瓦斯治理井全面进入排采，新开工的 8 口 U 型地
面瓦斯治理井工程正在积极推进建设。建有瓦斯
发电站 9 座，装机 81 台，装机规模 58.9MW，煤层气
加工中心 2 个，
日处理能力达 4 万立方米/天。
未来，淮矿煤层气开发利用公司将积极学习借
鉴、
消化吸收页岩气开采技术，
克服淮南矿区地质条
件复杂的不利条件，逐步形成适合淮南地区的煤层
气开采技术，积极探索低浓瓦斯利用新技术、新工
艺，
为淮南矿区实现瓦斯治理模式新突破、
深部资源
开采新革命，
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咨询方式：
校招生办：0554-6640567
机电学院：0554-6655627、6655737
煤层气公司：0554-7620350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选煤公司订单班”
招生简章
一、招生培养对象：
2022 年，通过分类考试招生和普通高考招
生已被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的高职全日制在
校生。
二、招生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三、订单班人数
30 名（男性）
四、培养目标
为淮矿煤业公司选煤分公司培养生产一线
操作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为公司高
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储备。
五、订单班培养模式
采取“工学交替学徒制”培养模式，学制三
年。
校企双主体培养、双导师授课、双场地教
学、过程双方共同评价。
六、就业
毕业后经考核合格，录用为淮矿煤业公司
选煤分公司在册员工。

企业简介：
淮矿煤业公司选煤分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是国
内较早实行选煤专业化管理的煤炭洗选加工企业，
现有
在岗职工 2499 人；
下辖 7 座动力煤选煤厂、
2 座炼焦煤选
煤厂及3个专业化中心。其中炼焦煤选煤厂2座，
年入洗
能力1650 万吨，
主要生产 1#精煤、
2#精煤、
低灰精煤；
动
力煤选煤厂7座，
年入洗能力5260万吨。
淮矿煤业公司选煤分公司立足高质量发展，确立
了“服务矿井，衔接市场，增创效益”的核心定位，树立
“动力煤赶超行业先进，炼焦煤保持行业一流，选煤技
术引领专业发展方向”的发展目标，围绕落实“精煤战
略”，大力实施创新发展。先后完成 23 项重点科研研
究，1 项成果获中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3 项成
果荣获中国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彻底解决了
淮河以北无法生产合格炼焦精煤的历史难题，为集团
公司精煤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 15 年的发展，淮矿选煤专业化管理已被中国
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中国矿业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等业
界权威作为“淮南模式”在行业范围内提倡推广，作为
选煤行业的一面旗帜，被确定为今后选煤发展的方

向。实行选煤专业化以来，其彰显的效率效益、工
艺技术、生产管理、专业人才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
近年来，淮矿煤业公司选煤分公司瞄准全国选
煤行业先进目标，致力于管理创新，科学发展，诚实
守信，经济效益居国内行业前列。先后荣获省级文
明单位、省属企业文明单位、省国资委先进基层党
委、全国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部分选煤厂荣获了全国煤炭工业十佳选煤厂、
全国煤炭工业优质高效选煤厂、全国煤炭工业科技
创新示范厂、
安徽省煤炭工业先进集体等殊荣。
未来，
淮矿煤业公司选煤分公司紧紧围绕
“精准
洗选、效益洗选、绿色洗选”，始终瞄准技术前沿，丰
富发展内涵，提高发展质量，力争通过数年时间，全
面建成
“高效、
智能和本质安全”
的现代化专业公司。
咨询方式：
校招生办：0554-6640567
机电学院：0554-6655627、6655737
选煤公司：0554-7679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