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广角 15

□ 李 振

最近，一只股票火了，它首次公开发
行融资就吸引到的申购资金1 . 69万亿人民
币，大约相当于香港一年的GDP。这只超
级股票就是中国核电，中国第二大核电运
营商。

携今年以来股票市场的火热，中国核
电受到热捧不出所料。而在这背后是中国
对核电产业发展的新布局、新规划以及核
电产业迎来的新机遇。

该不该发展核电在过去几年一直成为

全球众多核能利用国家面临的一道共同的
难题。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危机影响，全球
核电发展受挫，核电面临电站关停、暂缓
建设的困境。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核电发
展的势头依然迅猛，核电仍然是可在未来
充当主力的优质能源。

可以看到，短期内，煤炭作为我国第
一能源的地位仍然不会动摇，但长期来
看，作为一种越来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
源，煤炭的使用比例将会呈现下降态势。
就像历史上任何一次能源的更迭过程一
样，总会出现一种更高效、更符合时代发
展需求的新能源逐渐取代曾经的霸主，登
上能源的王座。下一个王座上会是谁？是
水电吗？姑且不论水电站对生态环境可能
造成的影响，在我国这个南北水资源分布
极为不均、丰枯差别巨大的国家，水电难
以成为国家的主力电源。是风电吗？我国

风能资源中有七成分布在“三北地区”，
这些地区电力需求小，电网的外运能力有
限，风电上网对电网的冲击等技术手段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风电的大规模发展，
需要进一步打破技术瓶颈。同风电一样等
待技术拯救的还有光伏，除了与风电类似
的间歇性、波动性，光伏发展的一大制约
就是成本，发电成本降不下来，仅依靠补
贴发电还难以担当大任。

以此对比核电。核电的发电效率高，
电源位置受自然资源分布影响相对较小，
可以在用电需求量大而不适宜大规模发展
煤电的东部地区进行布局。同时，核电具
备成本优势。在目前几个主要的替代能源
中，核电的成本远远低于风电和光伏发电
的成本。而且，国内核电的技术在最近几
年来有了很大进步，相对成熟。自主研发
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在技术上、安全性上得到了充分认
可。可以说，核电的发展顺应了我国未来
电力的需求，是一种稳定、高效、清洁的
电源。想必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股民
们对核电股格外青睐的原因之一。

仅有国内市场还远远不够。另一个促
使核电股高人气的原因就是中国核电产业
在海外的巨大发展潜力。我国核电站建设
和相关设备制造代表了工程建设领域和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最尖端水平，是我国
“一带一路”战略下能够与高铁媲美的
“排头兵”项目，也是“超级推销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时力推的重点项
目。尤其是随着亚投行的建立，中国核电
产业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将会迎来新的机
遇，相关配套产业也将受其利好。可以预
见，这只主板第一只纯核电股的出现将会
为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万亿股票”背后的核电热

□刘正林 张思凯

为推进班组建设“四大体系”常态运
行，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建立了班组建设
“活动周”机制，每周策划一个班组建设
主题活动，不定期现场观摩，分享各班组
的管理经验和成果，查找和弥补存在的问
题，开创了“公司统一领导、工会牵头协
调、部门分工负责、各单位组织实施、班
组全员参与”的班组建设工作格局。

以往，班组建设工作中存在部分误
区，大家总是认为班组建设是工会和班组
的事情。其实不然，班组建设搞得好不
好，全在于决策层。县公司领导班子、各
专业部门、专业室等，各层级都在班组建
设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如果把班组建设
比喻成动车组的话，那么决策层是车头，
只有车头带，让管理层和执行层都发挥作
用，才能合力推进班组建设。”该公司总
经理王肃表示。

培训班、普调考、座谈会……建立班

组建设“活动周”动态机制，分专业、分
层级，每周一个项目、一个主题，让公司
全体成员都能参与进来，确保人人学习、
人人熟知、人人讲解“四大体系”，谈
“怎么做”、“做什么”、“达到何效
果”等内容，找准自己在“四大体系”中
的角色定位。

在听和看的基础上，观摩团重点查班
组资料是否完整，是否与实际工作、专业
管理有效结合，查周计划、月计划、班务
会记录、工作日志是否对应，查业绩指标
提升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并就班组指标、
安全服务等核心业务以及进一步规范管理
现场提问。

开展班组绩效公示，把个人表现、对
标成绩、排名通过看板晾晒出来，让干活
少的难堪，给成绩差的警醒，彻底杜绝搞
平衡和“轮流坐庄”现象。聊城供电公司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绩效积分制，实
现员工绩效由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的转
变。每个人的工作业绩都与绩效挂钩，实

行月考评、月评价、周通报、周检查，对
每月的绩效积分由班组成员每人确认签
名。

聊城公司的绩效积分结果不仅与绩效
奖金分配紧密挂钩，还作为“季度之星”
评选、年度评先树优、员工等级评价的重
要参考，有效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观摩过程中，每位参加人员手中都有
一张《现场观摩交流活动意见建议表》，内
容涵盖班组建设工作开展方式、“四大体
系”落地、班组建设氛围营造、展板形式和
内容、创新提高等方面内容。两次现场观
摩，便整理出2万多字的意见建议表。

班组发展的不均衡性被实实在在地呈
现出来，也为班组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
找到了指针。该公司还安排专人逐项落实
整改，并要求各专业室负责人“一盯到
底”。同时，公司班组建设办公室还认真
总结提炼观摩中的经验做法，对于特色亮
点适时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广。

聊城供电建立“活动周”机制

推进班组建设“四大体系”常态运行

□ 本报通讯员 张 劲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在国网山东电科院要说谁最能吃
苦，大家会异口同声——— 张忠文！今年
53岁的他，自1994年起担任焊接专业组长
至今已20余年，在平凡的岗位中解决了
大量的电力生产和建设中的焊接技术难
题。“我只是个‘工匠’，工作对我来
说就是一种修行！”当别人称赞他工作
“神奇”时，他总是这样谦虚地说。

张忠文的徒弟李新梅对于师傅的爱
岗敬业和吃苦耐劳感触最深。“我9年前
刚毕业参加工作，第一次出差就是跟着
师傅去抢修。我们和工人吃住都在炉顶
上，因为焊接工作不能中断，一待就是
三天三夜。”李新梅说，“当时师傅说
的一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 没有吃不
了的苦，只有享不到的福！”

老同事秦献珍说他，“干起活来不
要命”！因为过度劳累，他患上了“白
塞氏”病，但是这也没让他停下加班的
节奏；老婆说他是“拼命三郎”！五十
多岁了还跟小伙子一样！

“工匠用工作获得金钱，但工匠不
为钱工作。”张忠文这样解释自己的拼
命行为，“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是他人生
态度的表现，一生的职业就是他志向的
表示、理想的所在。”工匠张忠文一直
相信，做任何事都要心到、神到。

“用对方法，才能创造价值！”张
忠文绝对不是只会埋头苦干的老黄牛，
研究生学历出身的他，工作起来总能独
辟蹊径，创新的点子层出不穷。2009年博
士毕业的杜宝帅一入职就拜张忠文为
师，“师傅是‘金点子大王’，每次遇
到难题，他总能灵光一闪想出独特的办
法破解！”

近几年，骤风天气增多，冰冻雨雪
灾害天气时有发生，铁塔面临着损坏，
有倒塌的隐患。张忠文组建了技术攻坚
组，全面攻克焊接技术加固铁塔的首创
性难题。2013年10月，对济南110千伏美
洛线9号“示范塔”的研究，标志着技术
攻坚战打响了。

面对应力变形问题，张忠文提出了
采用断续划焊方法，使加固铁塔应力和
变形程度满足要求；对节点连接问题，

他创新采用搭接结构，使之连接牢固并
巧妙地避开螺栓对加固位置的影响；至
于防腐，他采用含锌量96%的防腐材料进
行密封，并喷涂3遍……就是这种精益求
精、不断超越的精神，使得一个个技术
难题迎刃而解。“示范塔”在短短的10
多天就建成了。

“示范塔”在国内首创了采用焊接技
术加固铁塔的方法，彻底改变了利用螺栓
加固铁塔的传统模式，克服了螺栓加固应
力滞后，节点加固困难的缺陷，既增强了
加固效果，又实现了铁塔加固一体化强度
的提升，实现了带电作业修复铁塔，保证
了正常供电，节约成本50%。

就是靠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
神，张忠文先后主持完成了10余项重点
课题项目，共发表论文50余篇，编写著
作3部，修制订电力行业标准3项，获授
权专利近20项，先后获国家能源局科技
进步二等奖1项，国网公司科技进步三等
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
公司科技进步奖等 1 0余项奖项。前不
久，他被评为2014年度国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劳动模范。

电力“工匠”：把工作当作修行
——— 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张忠文

□张合泉 报道

6月1日，山西龙矿盘道煤业公司举行安全月“万人”签名活动，400名员工在印有“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安全
生产月主题的横幅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预示着每一名员工向公司和家人许下了一份保证安全生产的承诺。“万人””签名
活动标志着该公司已正式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王树清 白学民
本报宁津讯 6月2日，国网宁津县供电公司组织高考保电人员

对高考考点进行最后一遍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涉及高考保供电的输
变电设备进行全面巡视，确保高考保电万无一失。

为全力做好2015年高考供电工作，该公司制订《高、中考保供
电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对涉考的3座变电站、2条110千伏、3条
35千伏和4条10千伏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对高考考场宁津县第一中
学的电力设施、用电设备进行“拉网式”巡视检查，整改隐患。高
考期间，公司应急发电车进驻考点，保电人员现场待命。同时，对
考点周边企业产权的电力线路、变压器等进行延伸巡视，指导帮助
整改安全隐患，倡导所涉用电企业高考期间错峰生产。

□李 仲 报道
本报鱼台讯 6月2日，鱼台供电公司分管副经理会同公司运维

部、检修工区、县城供电一所负责人一起走进高考考点——— 鱼台一
中，对该校供电设施、双电源供电以及应急自备电源配备情况进行
全面检查和消缺，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

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益临近，国网鱼台县供电公司提前规划、尽
早准备，成立高考保电专项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订高考保电方
案和事故处理应急预案，明确保电人员各自职责分工，周密部署保
电措施，全力以赴确保高考期间各考点考场安全可靠供电。考前，
该公司组织人员对各考点用电设备进行多轮次隐患排查，从自备电
源情况、电气设备安全运行情况及供电线路等方面入手，细致查找
客户安全隐患，发现隐患及时帮助解决，确保考点用电设备“零隐
患、零缺陷”安全稳定运行。

□鞠同心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八中东校是枣庄新城新建的一所重点高中，也是

首次被列为枣庄市统一的高考考点。不同的是，该校只有一条10千
伏线路供电，不是双电源。为此，国网枣庄供电公司明确10千伏#
25黑龙江路Ⅰ线随时“替补”、HW23-03可可里柜#11开关热备
用，给该考点备上了“双电源”。

连日来，枣庄供电公司对全市13个高考考点优化接线方式，逐
个考点明确具备互供能力的配电线路和开关分段点，确保每个考点
都有双路甚至多路电源供电。

同时，他们对主供高考考点的18座变电站、18条配电线路、23
条具备互供高考考点能力的配电线路、23台互供联络开关进行拉网
式巡视，对设备接头、大负荷线路、变电站进行测温，重点检查供
电线路、配变、转供接点，发现缺陷及时上报、处理。他们还根据
往年同期及近期天气、负荷趋势，组织开展高考期间负荷预测，合
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好抢修用备品备件、工器具、人员及应急
预案准备，提前对发电车进行保养维护，开展启机试验，确保紧急
情况下随时调用。

□张 冲 李凤芹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3日，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开发客户服务分中心

工作人员来到东营市一中高考考点，对其用电设备隐患进行排查和
整治，确保高考期间考场供电万无一失。

为确保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东营供电公司专门成立保电领
导小组，制订了电网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合理安排电网和配网运行
方式，加强负荷预测，做好事故预想，落实措施，确保电网可靠、
安全供电。对相关变电站、输电线路、配电线路加强特巡，并进行
设备测温工作，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并随时做好事故抢修准备。

高考期间，东营供电公司全力做好高考期间可靠供电的保障措
施，将安排210名抢修人员、48辆抢修车、6台发电车和14台发电
机，落实紧急服务和事故抢修队伍，做好人员、车辆、工器具、材
料的配备，进一步梳理应急预案流程，严肃24小时值班纪律，保证
通讯、信息及时传递，做到应急处置及时、到位。

□王清铉 刘明才 报道
本报兰陵讯 “这是你们第三次来我校考点上门服务了，有你

们周到细致的工作，今年的高、中考用电一定会万无一失！”6月3
日，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后勤部主任田玉燕对前来检修用电设备的
兰陵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连声称赞，这是临沂供电系统开展
“我争三优你点赞”活动带来的新气象。

为优质高效完成2015年兰陵县7000余名迎考学子高考保电任
务，来自城区供电所联合配网中心的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自5月
下旬即启动了考试保电准备工作。他们提前对接教育局和各考点，
了解迎考期间各学校对用电的相关信息和需求，对考点用电涉及的
变电站、配电设备、线路及客户设备进行多轮次特巡和夜间红外测
温，及时排查治理用电隐患，确保用电设备零缺陷运行。共产党员
服务队同时主动请缨，在7日、8日蹲守各考点现场保电，确保高考
保电万无一失。

□李 慧 报道
本报夏津讯 截至6月3日，国网山东夏津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

所及开发区供电所出动80余人次，对该县一中、实验中学等各考点
的供电变压器和高低压线路及考场内外供电设施进行巡查、维护，
发现安全隐患11处并现场处理，以保障高考期间的可靠供电。

该公司于5月下旬召开保电工作会议，责令相关部门对辖区内
变电站和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消缺检修。并与组织高考单位的用电负
责人建立安全用电联络制度，备足抢修车辆和物资，一旦发生电力
故障，能够迅速作战、快速处理。

东营供电超前部署

保障高考用电

◆高考保电进行时

枣庄13个高考考点

标配“双电源”

夏津多举措
护航高考供电

兰陵高考保电党员挑大梁

宁津确保高考供电万无一失

鱼台供电积极备战高考保电

□霍丽雯 戚云鹏 报道
本报武城讯 5月30日，国网武城县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对10千伏

北钢线、10千伏姜官屯线进行第五次巡视测温工作，跟踪记录供电设
备运行状况及隐患整改情况，为两条高中考区专供线路保驾护航。

武城供电
全力备战高中考保电

□吕锦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5日，国网历城供电

公司电力检修人员来到历城第二中学，
查看校园用电设施，了解用电需求，掌
握设备运行情况，协助学校做好自用供
电设备的检查、试验和维护，确保校园
用电无忧。

据了解，入夏以来，济南市各个校园
内纷纷启动制冷设备，用电负荷攀升，为
了确保夏季学校安全可靠供电，历城供电
公司超前谋划，优化学校用电负荷分配，
分层级完成电网输、变、配、用户侧供用
电设备特巡和隐患排查，消除设备过热、
过负荷现象。并针对夏季雷雨天气较多等
因素，对电气设备的避雷和接地装置进行
全面排查，畅通保电线路安全通道，确保
电力线路运行环境，提高电网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历城供电确保
校园用电安全

□王 淼 报道
本报郓城讯 “应急抢修队，我是应

急指挥中心，郓城一中高考现场突然断
电，请立即切换备用电源，迅速开展事
故抢修。”6月3日，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
在郓城一中考点进行了高考保电应急实
战演练。

据悉，今年高考郓城县将有6227名考
生参加考试，全县共设 1个高考指挥中
心、3个考点和3个食宿点。本次演练是模
拟在高考期间，郓城一中主供电源10千伏
育才线22号杆至23号杆之间发生意外断线
故障，10千伏育才线013开关跳闸，导致
全校停电。事故发生后，应急指挥中心
立即启动高考保电应急预案，现场值守
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发电车，切换应急电
源，使高考现场迅速恢复供电，同时应
急抢修队快速查找事故原因，赶赴事故
现场进行断线抢修。

郓城开展
高考保电应急演练

邹城供电
全力护航高考

□朱 璐 报道
本报邹城讯 6月2日下午，国网邹城市

供电公司营销部、城区供电所、计量班、配电
抢修班等部门负责人及工作成员来到邹城
市第一中学，对配电室、应急电源装置和所
辖10KV线路安全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消
缺，切实为高考供电提供坚强保障。

高考将至，为全力做好高考期间的安全
保供电工作，邹城供电公司超前对接，及时
制订《保电工作方案》和《应急事故处理预
案》，专门成立了电网工作组、用户工作组、
应急保卫等工作组，及时做好保电区域客户
电源、用电设施、变电站、线路巡视检查，并
对客户端应急发电设备进行现场检测。建立
安全用电联络制度，与各考点签订保电协
议，及时沟通各考点电力供应信息。组织彩
虹党员服务队对保电区域城市施工建设点
等可能引发外力破坏等行为进行安全督导，
避免出现外力破坏电力线路的问题。高考期
间，该公司将安排专门人员现场蹲守，确保
保电工作万无一失。

□高 健 庆 淼 报道
本报泗水讯 6月2日，泗水县经济技

术开发区大学生创业孵化经济园区负责人
专程来到国网泗水供电公司，将一面“供
电服务周到，电力贴心为民”的大红锦旗
送给公司表达谢意。

泗水公司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为泗水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在内的197家客户建立了专门档案，配备“电
参谋”，通过“一对一”无障碍沟通，及时掌握
客户设备容量、运行特性、用电负荷变化等
情况，指导客户优化用电方案。“参谋”们深
入园区企业，详细了解客户用电需求，在业
扩报装、节能降耗、提高用电效率、消除用电
安全隐患等方面予以主动全程指导，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为企业提供周到贴心服务。

泗水供电

周到服务赢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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