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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松 王淑霞 张思凯

记者4月2日从济南市总工会获悉，国网平阴
县供电公司荣获济南市职工技术创新竞赛示范企
业称号、变电检修班荣获济南市创新型班组称
号。

近年来，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高度重视创新
创效工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搭建创新平台，充分
调动广大员工的创新热情，动员和组织公司员工
立足本职岗位、刻苦钻研，不断创新。

深化职工技能竞赛，提高员工队伍素质。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技术交流、技术比武、导
师带徒等活动。2016年济南市第三届电力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中，取得营销专业的团体优秀组
织奖，个人第5名、配电线路工竞赛团体二等
奖；2017年全省“金种子”新员工技能竞赛中
平阴县供电公司职工获得个人第5名、团体二
等奖。

把握“创新+实训”定位，职工革新发明成
效显著。平阴县供电公司以班组“五小”创新、
QC等活动为有效载体，不断激发班组创新创效
活力，2017年，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25个班组设
立31项创新项目，参与率100%，形成了以创新引
领创效、以创效促进公司发展的良好局面。让职
工的创新想法得到尊重、创新举措得到支持、创
新成果得到肯定。在公司大力倡导职工技术创新
的氛围中，职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
出来，人人要创新、人人能创新的氛围初步形
成，创新成果、专利数量不断创新高。近三年公
司有14项发明专利、57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
权，40项QC成果获得市级及以上奖项。其中2017
年公司共有15项专利获得国家授权，14项QC成
果获得市级以上表彰，1项职工技术革新类成果
入选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推广目录，10项成果入
选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职工创新创效项目并完成转
化应用。

坚持弘扬微创新理念，加强创新工作室建
设。搭建职工提升技能、交流研讨、创新实践
的平台，激发职工创新活力，进一步营造人人
敢创新，人人善创新的发展氛围，形成了以创
新引领创效、以创效促进企业发展的新格局，
强化了企业与职工的共同价值追求，构建了更
加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现了职工和企业共
同发展。

□ 乔志宇 李仲 张思凯

“您好，是清河供电所吗？我姓袁，强家
村的，昨夜我的三轮车翻到水渠里，是您供电
所的两个师傅救了我……”4月4日一大早，国
网鱼台县供电公司清河供电所值班人员突然接
到一个感谢电话，对方上来就连声道谢。

原来，4月4日凌晨，受极端天气影响，鱼
台县10千伏清翟线25号杆A相设备线夹断裂，
清河供电所第一时间派出值班的台区经理兵分
三路处理故障，程连生、王友敏是其中一组。

1点20分，当巡线车辆开着大灯顶着大风
行驶到清河村与耿庄村的连接线上时，驾车的
王友敏发现道路北侧的坑渠边上有辆电动三轮
车横卧在斜坡上。坐在副驾驶位的党员程连生

也已观察到前面的异常情况，他连忙让王友敏
把车停到路边，开启双闪灯，和王友敏一起奔
向事故地点。

两人看到，那辆车厢封闭的电动三轮车里，
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蜷缩在三轮车底部，
车体横在半坡上，随时有滑落到沟渠的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程连生两手用力打开车
门，高声呼喊车里神志恍惚的中年妇女：“大
姐、大姐，快醒醒……”为防止车体继续下
滑，解除车内妇女溺水的危险，王友敏来不及

脱下衣服，就跳进寒冷刺骨的渠水里，站在没
及腰身的水中用全身的力气顶住三轮车。程连
生把中年妇女叫醒后，指引着她爬到车门处。
中年妇女刚探出身子，就被程连生一把抓住胳
膊，一步步地拖到路面上。

救出人后，程连生快速确认了中年妇女的身
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并无大碍之后，嘱咐她坐好不
要乱动，就和王友敏联手把电动三轮车从渠边拉
上来。经检查，三轮车虽受损但不妨碍正常行驶。
中年妇女说自己清醒了很多，身体有摔伤但不妨

碍开车。程连生和王友敏再次确认中年妇女伤势
无碍后，嘱咐她谨慎驾驶、平安归家。待中年妇女
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后，程连生和王友敏顾不得换
衣服，随即赶赴受损线杆的抢修现场，直到完成任
务才返回单位换下湿透的衣服。

中年妇女回到家后，对自己的遭遇十分后
怕，对程连生、王友敏寒夜救人的义举非常感
激。她不知道两位恩人姓甚名谁，但从车辆标
识上看出是电力职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
的一幕。

平阴供电

积极搭建创新平台

□ 赵冬 郎风翔 左丰岐

4月8日，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16个基层供电
所全部荣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称
号。

2017年以来，莱州市供电公司紧紧围绕地方
经济发展，强化配电网建设，创新供电所管理，
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扎实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新增中低压配电网
项目储备68项，项目储备库达到2 . 99亿元。圆满
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提升“两年攻坚战”任务，
完成机井通电、动力电不足改造、贫困村改造及
常规配网项目共174个，新增配变162台、容量2 . 7
万千伏安，新建10千伏线路88 . 7千米，0 . 4千伏线
路267 . 8千米。完成15个贫困村的电网改造，莱
州38个省定贫困村已全部完成电网改造任务。强
化供电所创新管理。开展供电所优化设置，推进
“全能型”供电所试点建设，建设完成四星级供
电所1个，三星级乡镇供电所11个，二星级乡镇
供电所4个。全面推行“台区经理制”，完成43
名一星级、65名二星级台区经理的评定工作，9
人被烟台供电公司评定为三星级台区经理。全面
落实专业化管理，努力提升班组对标水平，获评
山东省电力公司标杆供电所1个、进步供电所1
个。开展重损线路和台区治理，完成同期系统
“四分”统计模型建立，综合线损率2 . 84%，同
比下降1 . 19个百分点，工作效率和质量明显提
升。

今年，莱州市供电公司将实施供电所管理
提升“一把手”工程，继续打造“全能型”供
电所，实现“业务协同运行、员工一专多能、
服务一次到位”。抓好供电所“一长三员”学
习培训，开展应用“台区经理一本通”，建设
“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员工队伍。加快供电所
营业厅升级转型，全面推广综合柜员制，争创
1个四星级供电所、3个三星级供电所。深化
“互联网+供电服务”，全面推行线上办电和
移动作业应用，自有线上渠道推广突破1 6万
户。推进营业厅智能转型，自助业务办理率达
到90%以上。加大智能缴费推广力度，年底前
低压居民客户智能缴费占比达到85%以上。全
面助力“精准脱贫”，巩固提升贫困村电网健
康水平，畅通光伏扶贫接网绿色通道，为全面
建成市强民富、宜居文明的新莱州提供更加优
质的供电服务。

莱州打造

“全能型”供电所

□记 者 张思凯
通讯员 郭轶敏 刘自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近日
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济南、淄博、
济宁、泰安、滨州、菏泽6市3批次共计1 . 7亿元
的滩区电网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批复工
作，共梳理分解成40个配套电网工程包、214项
单体工程，将新建、改造高低压线路309 . 44千
米，新增、更换配电变压器214台、8万千伏安。

“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这
是菏泽当地对黄河泥沙和滩区群众生产的描
述。我省黄河滩区总面积1702平方公里，居住
人口60多万人。其中，黄河山东段入境的东明
县滩区面积692平方公里，洪灾风险大，电力、

交通等设施薄弱。按照我省确定的2018年—
2020年的滩区居民迁建规划，我省计划投资
260亿元，于2020年完成60多万黄河滩区群众
脱贫迁建。其中投资最多的东明县共计100 . 98
亿元，新建村台25个，惠及4个乡镇、148个自然
村、3 . 25万户、11 . 9万人。

为保障东明滩区抽沙淤筑用电，国网菏
泽供电公司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工作：20天完成
勘察、设计、制定、批复变电站增容改造项目；12
天完成滩区35千伏刘楼、焦园两座变电站增容，
架设7条10千伏线路共计56 . 3千米；紧急调拨1台
35千伏车载变电站驻守重点地段。4月7日，在东
明县长兴乡长兴8号脱贫迁建试点村，桶口粗的
管道一头扎进黄河水，另一头伸进已打好的围

堰中，吹沙口泥浆喷涌，甚是壮观。
脱贫要建房，建房先抽沙。“东明县委、县

政府要求12个月完成这里的抽沙淤筑，最初，
我们准备了6台450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工程
承建方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施工处负责人陈
明杰说，“柴油发电机抽沙成本高、污染环境，
每立方米要用两块三，通电后成本降到了每
立方米八毛钱。一个村台抽沙成本能节省600
万元，施工效率还大幅提升，预计4月中旬这
个村台淤筑就能提前完工！”

“过去，要三年筑台、三年盖房。按现在的
政策和速度，我们明年就能在新村台安家！”
村民李敏杰喜滋滋地说，“早日脱贫迁建，我
们滩区人民的安居梦很快就能圆了。”

我省将在沿黄六市新建、改造高低压线路309 . 44千米

1 . 7亿元升级滩区电网

□ 林洁 左丰岐

国网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结合“质量提
升年”活动，围绕实施家庭共享电气化，高效
推进电能替代工程，服务绿色智能新生活。

牟平供电公司紧紧抓住当前环保治理的有
利时机，积极开展燃煤锅炉电能替代政策宣传，
主动服务全区“煤改电”项目，引导客户应用“煤
改电”技术，同步提供业扩报装绿色通道，强化
专业协作，压减客户业扩报装时长。目前已高
效、快速完成政府、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
等单位“煤改电”项目51户，容量合计11035kVA。

与此同时，该公司大力实施保卫蓝天电能
替代工程，及时对接区住建局、水务局等政府

职能部门，以及商、住楼盘项目开发建设单
位，与其联合开展2018年居民小区电供暖项目
计划改造调查摸底，提前介入了解建设周期和
负荷需求，对现有集中电供暖需求的云海置
业、龙泉御府和发云夼安置房等项目进行电采
暖改造，并配合提供政策支持和电力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是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大举措，对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牟平供电公司以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农村积
极试验推广以电代煤，减少散煤燃烧，提高设施
农业等方面的电能利用水平。该公司还对农村
居民家庭、乡镇企业等进行走访调研，建立档案
信息库，加快推进电能替代项目在农村落地实
施，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治理。

近段时间，该公司与胶东地区最大的家电

经销企业牟平区农机公司联合开展“电网连
万家、共享电气化”主题活动。通过双方合作、
互惠共赢的方式，开展家电产品促销活动，同
时制定长期合作机制，在各级营业厅开辟家
电展示区，增强客户全电厨炊、全电家居等电
气化生活体验，以点带面，引导新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
消费方式转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求，努力实现公司电量增持续长。

牟平供电高效推进“电能替代”

□徐猛 左丰岐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举行的2018年中国民

用清洁采暖设备及应用博览会(暖博会)、第
十二届中国节能炉具博览会(炉博会)传来佳
讯——— 兖矿蓝天NX10 . 0-1C型环保解耦炉具
入选农村清洁取暖炉具“领跑者”目录。

据悉，此次展会有来自国内外200多家企
业3000余件清洁采暖设备，新技术、新产品
占到了70%，其中包括来自韩国和欧洲国家
的产品。此项活动是国内民用清洁采暖领域
权威、专业的博览会，被誉为“行业风向
标、市场晴雨表”。

兖矿“蓝天”环保解耦炉具与普通炉具
相比，烟尘排放量降低95%以上，CO排放量
降低70%以上，热效率最高可达到80%以上，

节煤量可达20%—30%，具有经济、节能、环
保、高效等显著优势。

在此展会上，兖矿“蓝天”环保解耦炉
具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同时，兖
矿“蓝天”炉入选农村清洁取暖炉具“领跑
者”目录，不仅提升了兖矿良好的企业形
象，同时扩大了蓝天产品的知名度、美誉
度，为“蓝天工程”立足山东、辐射全国、
走向世界迈出扎实一步。

据了解，兖矿集团“蓝天工程”致力于
普通烟煤清洁利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
协、清华大学、“国家千人计划”等国内外
顶尖的科学家开展合作，攻克民用清洁取
暖、农业生产清洁供热、工业锅炉和循环流
化床锅炉超低排放等领域一系列燃煤环保治

理难题，研发出基于烟煤高硫煤改性的系列
洁净型煤、脱硫脱硝复合添加剂、不同功率
和功用的环保节能炉具，建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年产百万吨的洁净煤生产线和年产十
万台的自动化炉具生产线，是典型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蓝天工程”去年在邹城市进行了规模
化示范推广，用户排放指标达到天然气使用
水平，民用清洁供暖燃料运行成本分别是煤
改气、煤改电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该工程
得到中央和省主流媒体重点报道。兖矿蓝天
牌产品自去年以来获得多项权威认可，被评
为中国“十佳民用散煤清洁利用技术”第一
名，入选陕西、山西等省份重点推介目录和产
品“领跑者”，位列济宁市“十佳重点项目”。

热效率可达80%以上，节煤量可达20%—30%

兖矿解耦炉入选清洁炉目录

鱼台供电员工寒夜勇救落难人

□ 张晓虹 张思凯

4月3日，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公司根据春检
计划，组织人员对10千伏旺山线和信阳线开展停电
检修，共加装绝缘护套19只，加装智能开关1台，更换
跌落式熔断器3只。作业人员在重点消缺的同时，还
对线路逐基登杆检查，对发现的缺陷和隐患及时消
除，确保检修质量，全面提升电网健康水平。

春检是对电网进行的一次全面的隐患排查，通
过春检，电网设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能达到可控、
在控、能控，不断提高电网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自
春检开展以来，黄岛区供电公司遵循“应修必修，
修必修好”原则，以2017年设备状态评价结果为依
据，根据电网设备运行情况及迎峰过冬期间电网设
备暴露的问题、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科学合理地
制订停电计划和检修策略，全面推行现场精益化作
业，全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抓好春检，坚持
“三级验收”及质量控制环节监督，明确各级验收
人员责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该公司根据春检方案，进一步完善设备的春检
台账资料，做好春季检修期间各项工作记录，严把
检修质量验收关，深化设备状态检修管理，确保电
网安全可靠运行。落实春检现场检修人员、现场第
一责任人职责，严格监督、检查检修现场“三大措
施”执行情况，实时掌握设备改造、设备缺陷处理
方案及检修进度，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和设备验收标
准，提高检修质量和管理水平。

针对春检项目多、时间要求紧、质量标准高等
特点，该公司统筹人力物力配置，积极优化春检方
案，着力做好人员安排、施工组织、物资供应、现场管
理、后勤保障等各环节工作。成立专业检修管控专项
团队，加强检修现场看板管理，确保每位现场人员熟
练掌握检修风险点。突出加强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工作
票、操作票制度和标准化作业指导书，加强习惯性违
章行为治理，坚决杜绝各类误操作事件。同时，该
公司认真落实精益化检修规定，采取集中人员、集
中物资、集中攻坚的方式，提高施工作业效率效能
和春检质量，以设备的精益运维、隐患的及时消
除，为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提供保证。

黄岛供电

精益春检强电网

□ 殷祥蕊 张思凯

管洪超是国网胶州市供电公司安装分公司一名
年轻专工，也是“美丽青岛”建设胶州项目部的负
责人，参加工作10年来，他以精湛的业务技能，勤
奋扎实的苦干，努力践行着国家电网人优质服务的
承诺，并展现了良好的社会风采，被评为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优秀员工，青岛供电公司先进工作者。

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超高的工作强度，管洪
超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还
是节假日，管洪超随时待命、随叫随到，每一项抢修
工程他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每次工作结束后他总
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地。十年来，他顶严寒冒酷暑，累
计加班1300多天，抢修高峰期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5
个小时以上。特别是2010年担任项目经理及抢修负
责人以来，从工程项目组织到质量把关再到进度控
制，他都亲自参与，所有供电线路上都洒下过他的汗
水，他主持并负责完成了每年春秋检工程、三宋片区
改建工程、融城置业小区配套工程等十余个工程项
目，其中三宋片区改建工程被评为优良工程。

作为“美丽青岛”建设胶州供电公司项目部的
负责人，面对这项工作标准严、影响范围广、政治
要求高的工程，管洪超勇于接受挑战，先行入驻，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特别在项目前期勘察时，
作为施工负责人、突击队长的他患呼吸道感染，咽
喉肿痛，连饭也咽不下去，话也说不出来，但面对
工地多、人手紧的现状，他带病坚持工作，直到工
程前期勘察完工他到了医院时，大夫责备道：“病
情这么严重才来看，你不要命了！”

从事电力工程施工和项目管理工作期间，管洪
超始终把学习作为重中之重，时刻注意更新知识结
构、提升技能水平。先后取得了质量监察员资格证
书、土建监察员资格证书及安全监察员证书、技师
资格证书。他在工作中发现，在桥架上敷设电缆
时，因为桥架边缘金属经常会划伤电缆，造成电缆
安全隐患，同时敷设效率低下，他通过研究，设计
了一种新型装置，通过在桥架旁边的梁上等距离悬
挂多个滑钩，把电缆敷设在滑钩里，再把滑钩内的
电缆放进桥架，然后撤去滑钩，有效解决了这一问
题。2015年，他的这项创新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技
术专利。

管洪超：

让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刘云菲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日至4日，在第十三

届中国（济南）太阳能利用大会上，来自
中国企业500强新华联集团旗下企业山东新
华联智能光伏有限公司携“光伏+”新产品
亮相。

据悉，今年新华联最新推出了第三次升
级之后的喜阳阳户用光储宝，添加了UPS备

用电源系统，具备离网和并网发电功能，能
实现电能的双向流动控制，自动和手动切换
的工作状态，实现电网的调频、削峰填谷。
“光伏发电为主，锂电池为后备能量，在市
电断电或电网故障时，不间断地为用户设备
提供电能的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广泛应用于
电力质量不高且容易断电的区域。”新华联
智能光伏公司总经理王增军介绍。

储能技术是构建能源互联网，促进能源
新业态发展的核心基础，新华联智能光伏公
司经过自主研发，2017年成功推出国内首创
Powerpanel系列新产品，产品集发电、储
能、控制于一体，开创了光伏锂电集成新理
念。产品拥有4项国家专利，锂电池光伏组
件新产品入选《2017年山东省节能环保产业
新技术、装备（产品）推广目录》。

新华联光伏力推“光伏+”储能应用新模式

□孔琳 方军 张思凯 报道
近日，国网东平县供电公司输电运维人员对110千伏佛瑞线沿线铁塔开展防山火护线特巡，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

□夏秀华 报道
肥矿集团为打造学习型企业，提升全员综合

素质，层层选拔、培训各矿精英力量组建内训师
团队，让分布在各矿的内训师发挥“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作用，激发全员干事创业的活力，助
推企业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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