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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广告

□ 赵冬 王莉萍 左丰岐

“把队伍队部队室建起来、把服务
队的旗帜亮出来、把彩虹队员的红马甲
穿出来、把队伍活动与日常工作结合起
来……”10月30日，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李修武在郭家店镇反光膜清理
现场，向参与活动的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们发出号召。

今年以来，莱州市供电公司以党建
为统领，强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扎实开展“党建统

领·登高争先”十项行动，夯实基层党建
根基，提升党建水平，以党建登高推动
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

强化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使
命担当”政治登高。该公司党委梳理党
建工作新思路，探索党建工作新方法，
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研究全面履责抓
党建实施意见，明确党委成员党内职责
分工。充分发挥党委领头雁的效应，开
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
建立“三级九项”清单，全面压实党
委、党支部、党员三级责任。开展“党
建统领·登高争先”十项行动实施意见，

创新“党建+”工作载体，促进党建与中
心工作深度融合。

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进
“强基固本”组织登高。开展供电所党
支部党务知识培训，为供电所党支部开
展活动打牢基础。规范党支部工作流
程、组织生活记录，确保各项工作有章
可循、台账资料完备有序。开展党支部
“三级联创”，细化创建标准和实施要
求，形成一批接地气、有特点、可推广
的创新成果。结合全能型供电所建设，
加强供电所支部“五个标准化”建设，
努力打造一批过硬党支部，推动党建工

作高质量发展。
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四

个合格”党性登高。把彩虹共产党员服
务队建设作为推进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扶
贫攻坚中作表率、争先锋、创最好。今
年以来，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重大
保电36次，直接服务客户128人次，志愿
帮扶群众56人次。创新开展党员身边“无
违章、无违纪、无投诉”活动，常态开
展“三亮三比”主题活动，以赛促学、
以学促做，积极创建党员责任区、示范
岗，进一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 张仁强 邴龙翔

“供电公司为俺村投资40余万元，进行了全村电力线路改造，从根
本上解决了线路老化、低电压等问题，俺代表全村老少爷们道一声谢谢
啦！”10月30日，莱西市日庄镇河北夼村委会主任丁志刚感激地说。

今年，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进一步推进配电
网高质量发展，共申请资金2亿元用于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计划
实施工程项目376个，建设改造中低压线路672 . 48千米，新增轮换配变
331台，装改智能终端284套，治理低压台区531个。实现35个省定贫困
村电力保障全改造，为下一步招商引资、工农业发展及光伏发电的接
入，提前做好供电保障。

莱西供电公司分别从“安全、进度、质量、智能”等四方面加强扶贫
工程建设管控力度。一是加强工程安全管控。该公司开展“八个一”安全
管理提升专项行动，抓住“关键人、关键点、关键环节”，落实电力施工

“三防十要”和“十不干”反事故措施。二是加强工程进度管控。该公司转
变工作方式，优化前期流程，提前完成现场勘察确定施工方案，缩短物
资、服务采购时间；加强政企联动，做实属地协调机制，着力解决征地补
偿、建设协调等工程建设实施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提高协调工作效率。
三是加强工程质量管控。按照全寿命周期管理的要求，该公司严格执行
基本建设程序，深入应用国家电网公司标准物料、典型设计及标准化施
工工艺；组织开展工程建设中间检查，不定期现场督导；督促监理单
位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充分发挥监理督导作用；完善工程质量保
证体系，规范工程验收管理。四是坚持安全、优质、经济、绿色、高
效的电网发展理念，积极应用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化等先进技术，
确保扶贫村电网改造从设备、表计、管理等方面实现智能化管控。

□马森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微山讯 近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付煤公司综掘二区技术员

袁辉明发明的带式运输机头弹性扫煤器不仅派上了用场，还得到了工
区的认可。“将袁辉明改造后的新型皮带机头扫煤器安装在皮带机头
卸载滚筒下方，能够有效地将皮带上的淤煤清扫干净，不但降低了职
工的劳动强度，而且更安全了。”综掘二区区长彭向峰说。今年以
来，综掘二区累计创新发明5项成果，其中3项成果系自主研发，这些
创新成果均已应用到煤炭生产各环节。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创新。”该公司经理于华兵说，付煤
公司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企战略，积极构建产研结合、体系完
备、人才兼容并蓄的科技创新机制，精准发力，激活职工创新“因
子”，提升了矿井核心竞争力。

要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势必要破障松绑。该公司从解决基层职工
不敢创新、不会创新和不能创新等问题入手，采取多种学习培训方
式，广泛开展创新主题讲座、创新理论与方法、创新案例剖析、职工
创新经验交流等主题活动，引导职工转变观念，激发职工创新热情。

“思路一变天地宽。只要有心有意，创新人人可为。”这是该公
司通风防尘科队长种传强写在笔记本的一句话。通风防尘是矿井实现
安全生产必不可少的保障。在工作中，种传强和科里的技术骨干进行
技术攻关，自制加工微喷雾水质过滤器装置，实现过滤效果、经济实
用、安装维护三个提升，大大增强了微喷雾水质和雾化降尘效果，有
力保障了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

该公司根据专业和工种成立专业创新小组，集中优势力量，整合
技术资源，集中对生产中的难点进行攻关。充分发挥专业技术骨干的
引领作用，吸引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对岗位上的技术难题、管理难点
进行改进、改造和创新，加速了创新成果共享和及时转化。今年该矿
3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激发了职工大胆创新、持续创新主观能动
性，还培养了一批青年创新能手和技术专家，为矿井可持续发展积蓄
了后劲。”该公司党委书记张立涛说。

□ 左丰岐

当前，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第一
能源”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成为建设可
持续能源系统的最重要措施。城市作为
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已经成为
能源供应和消费的主要区域，更应该成
为节能和提高能效的主战场。

城市化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让

很多人向往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也促进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但是城
市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看
作是人类能源消费集中化和提档升级的
过程。刀耕火种时期的能源利用模式无
法支撑起大规模的城市化，只有能源利
用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维持城市化
的持续生活模式。

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大都市的
崛起，城市化对能源的需求已经超乎
了想像。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巨大的能
源消费黑洞，每天源源不断地吸入巨
量的能源，并且将其化为各种污染物
排出，形成的热岛效应甚至能够影响
或改变一方的小气候，巨量的污染物

排放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损
伤。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容积率越
来越高，导致能源需求越来越大，特别
是随着高层建筑的普遍化，每天不断运
行的电梯、高压供水、通风制冷、照明
等成为“吞噬”能源的“老虎”，这些
都加剧了城市的能源需求。例如，普通
建筑只要开窗即可的通风，到了高层建
筑只能依赖于新风或空调系统。

城市作为能源消费的主要区域，理
所当然应当成为节能和提高能效的主阵
地，担负起绿色发展的重大使命，因
此，要想方设法降低人均能源消费增量
和总体的能源消费强度，减少城市生活

对能源的依赖性。具体来说，要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引导居民科学合
理用能及回收废能，推动绿色建筑使
用，加强能效管理，通过回收余热余
压、工业副产品等方式加强工业节能发
展。

在这个前提下，低碳作为一个世界
潮流，仍然应该被视为城市能源变革的
首要方向，并且将低碳的概念上升到经
济结构调整的层面来进行综合考量。对
于城市能源变革来说，更应该强调能效
至上。未来，在城市能源供应得到稳定
保证的前提下，能源的生产、转化和消
费环节，都应该高效率运行，且一步步
减少能源浪费现象。

□通讯员 侯婷 郭轶敏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电力交易中
心近日召开的2018年前三季度电力交易信
息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电
网累计从省外受电549 . 59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30 . 12%。

据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全社会
用电量 4 4 1 4 . 8 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 66%。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较快增
长，用电量为59 . 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 . 63%；第二产业用电量3338 . 28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 . 79%；第三产业用电量快
速增长，用电量为493 . 14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4 . 4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523 . 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 . 79%。
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累计从华北电网

受电207 . 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 . 49%；从
西北电网受电221 . 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 72%；从东北电网受电120 . 62亿千瓦时。
合计从省外受电549 . 59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0 . 12%。

下一步，山东电力交易中心将加强跨
省跨区电力交易组织，科学做好月度计划
编制，持续做好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工
作，加强“三公”调度交易管理，按时准
确完成相关电量电费的结算清算，主动做
好煤炭、钢铁、有色、建材四大行业放开
后的优质服务工作，确保市场化交易高效
规范运行。

□ 鞠同心 张思凯

彩色压模混凝土筑成的变电站围墙基
础护坡，隐去现代建筑的张扬，远远望
去，浑然天成。这是今年1000千伏枣庄特
高压工程建设践行绿色施工理念实现的又
一创新。

枣庄特高压变电站落点全国全省重点
扶持的贫困区——— 山亭区，地处沂蒙山区
西南麓，全区共有大小山头5000余座。该
站四周青山环绕，200亩占地全是石方。
据介绍，这也是全省继济南、潍坊、临沂
之后开建的第四座特高压变电站。2017年

10月31日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开工，目
前变电站“四通一平”工作全部完成，围
墙施工完成70%，枣庄境内线路施工进点
完成69%，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在变电站前期施工
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施工
理念，实施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
工法“四维一体”创新，全过程绿色施工
管控，为当地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生动样
本。

新材料引入彩色压模混凝土。枣庄供
电公司创新应用于围墙基础护坡，改变了
传统混凝土呆板、单一的灰色，赋予围墙

基础护坡表面多变的图案。该公司还在工
程建设中首次应用打包式集装箱临建，一
举解决板房搭建后无法重复利用的问题，
实现“零建筑垃圾”和无损耗二次拼装。

新技术采用清水混凝土压顶内衬模
板。围墙压顶施工时，在原有模板的基础
上，内衬铝塑板，提高混凝土浇筑观感质
量的同时，减少竹胶模板、钢模板的使用
量，减少资源浪费，节约工程造价。

新工艺采用围墙拉毛抹灰饰面。即采
用普通水泥掺入适量石灰膏的素浆或掺入
适量砂子的砂浆，观感质量和抗裂性能
好。

新工法实施围墙预埋管线暗敷设置，
通过提前对电子围栏、智能监控、弱电电
源灯预埋管线设计，实现所有墙体总体设
计、一次浇筑、整体成优。针对现场石块
粉碎扬尘大的问题，该公司还创新采用
“反击式碎石机湿式作业法”，现场配置
洒水车、雾炮等降尘设施，做到“只闻碎
石响，不见尘烟起”，实现全程绿色施
工。

据悉，下一步，该公司将尝试雨水回
收利用技术、太阳能电热技术、声光照明
控制技术等，全力打造人、建筑、环境协
调一体的特高压变电站绿色建设样本。

□ 林洁 左丰岐

当前，电网秋检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为确保安全生产稳如泰
山，国网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强化党建领航，奏响“党建+安全”协奏曲，为秋检工作保驾护航。

该支部共产党员彩虹服务队紧紧围绕党员亮身份，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更强责任为准则，深入公司重点工程现场开展工作。10月
23日上午，在带电作业施工现场，共产党员彩虹服务队分队长井丽燕
和专责人曲永波，带领大家学习了《国家电网公司生产现场作用“十
不干”》，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十不干”内容开展工作。共产党
员彩虹服务队队员臧浩洋作为党员代表，主动带头与施工人员学习公
司的各项纪律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共产党员服务队员各负其责、各
司其职，在工作中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指导书，谨遵电力安全规程认
真操作，以实际行动在施工现场做表率，争当遵章守纪、攻坚克难的
先锋，确保了此次带电作业任务的圆满完成。彩虹党员服务队队员在
秋检现场主动亮明身份、模范开展“党员身边无违章无违纪无投诉”
活动，认真履行职责，将党建工作全面融入工作。

目前，正处于电网检修作业紧张繁忙阶段，牟平供电公司要求全体
党员在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到安全生产从党员做起，通过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全员严格遵章守纪、确保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牟平供电“党建+安全”
为秋检保驾护航

华北、西北、东北电网一齐援鲁

前三季度我省接受省外来电同比增长30%

枣庄特高压变电站全过程绿色施工管控

莱西供电
推进电网高质量发展

付煤精准发力
激活职工创新“因子”

□李志军 报道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扎实推进“一提双优”建设，不断升

级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图为该矿23下614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远
程操控系统和生产场景，形成了“可视化远程操控”智能化生产新模
式，让以往依靠人工现场操作煤机、拉移支架的传统模式成为历史。

城市应成为节能主战场

莱州供电以党建为统领推动企业发展

□徐可 报道
外电入鲁大通道1000千伏锡盟-山东特高压电网

□崔 鑫
张思凯 报道
10月28日，

临矿集团与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临矿集团总
部举行，标志着双
方合作进入实质运
作阶段。这是继该
集团与新疆兵团十
二师合作开发矿业
资源的又一战略举
措。图为签约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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