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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涛 张思凯

为保证2019年春节期间配网安全可靠
供电，实现“春节不停电”的目标，11月
28日，国网莒南县供电公司组织各基层
供电所开展配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

莒南公司要求各供电所认真汲取往年
春节停电案例教训，不断开展安全隐患再
排查工作，逐条线路、逐个台区进行地毯
式排查和综合治理，特别是加强客户产权
设备的督查工作。

认真做好“四查”工作：查设备是否
存在过负荷隐患，重点排查变压器、零

克、刀闸、开关；查绝缘是否有被击穿隐
患，重点排查避雷器、套管、支持瓷瓶、
电缆头；查设备参数是否设置偏小的隐
患，重点排查线路开关、高压开关、负荷
开关、零克熔丝；查接头是否存有缺陷隐
患，重点检查线路、电缆、刀闸、开关连
接点。

同时，莒南公司还将继续抓好配网安
全隐患整治工作。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
加快缺陷隐患现场勘查及预算编制、审批
工作。对已批复的缺陷隐患，各供电所要
责任到人，一改到底，根据资金、材料到
位情况及时开展缺陷隐患整改工作，确保
在12月底前全部整改完毕。

□通讯员 张银萍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虽然从事党务工作20
多年了，但以前遇有拿捏不准的工作流
程，多半是从网上查询或是电话咨询兄弟
单位，既不够准确，也比较麻烦。”山东
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田衍圣介绍，以前具有过硬理论知识的党
务工作人员比较缺乏，而且多半是“半路
出家”，开展党建工作多为“吃力”应
付。

王楼煤矿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不是个
别问题，在临矿集团其他基层单位也或多
或少存在，导致国企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
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针对基层党建工作“不会抓、不规
范”的问题，临矿集团党委启动了“党建

工作标准化建设年”活动，以《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机关全面从严治党标准体
系》为蓝本，结合临矿实际，编制完成
《临矿集团党建工作标准体系》，构建起
系统化的工作制度、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高效化的工作方法、精细化的考核机制，
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行有准则、动有依
据、做有规范。

古城煤矿掘三工区党支部就是被党建
工作标准化激活的一隅春水。该党支部为
了从根子上解决部分党员“慵懒散”的思
想问题，按照党建工作标准化管理要求，
重点突出自主管理、智慧共享、全员参
与，探索了自主管理型党支部创建模式，
建立了轮值委员工作制度。通过嵌入人本
激励、公开化轮值和承诺践诺机制，该党
支部的全体党员都有机会成为支部主角，

让支部书记一肩挑变成了千斤重担众人
挑。

这样的创新做法在临矿集团其他基层
党组织也不断涌现。同时，为确保党建工
作标准化体系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习、
易于操作，临矿集团坚持创新驱动，组织
基层单位党群部门和集团党群部室结成帮
扶对子，共同完成党建工作标准化流程图
的制作，通过观看流程图便可明晰党建工
作如何抓、怎么抓的具体路径。

“全面推行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是
临矿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和强
大动力，各级党组织只有始终把责任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全力推进党建工作标准
化建设落地见效，才能将党建标准化锻造
成为提升党建科学化的‘金钥匙’。”临
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孝孔说。

□通讯员 郭轶敏 崔浩杰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5日下午2时，由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建管的潍坊—临沂
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工程全线架通，为
上海庙—山东直流输电工程早调试、早
投运、早发挥效益创造了条件。

潍坊—临沂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工
程全长2×130公里，途经潍坊、日照、
临沂3市的7个县（区）17个乡镇，共需
组立钢管塔246基。工程自2018年5月29日
开工建设，历经180天的艰苦奋战，安全
优质高效完成了全段基础施工、铁塔组
立、导线展放工作。

潍坊—临沂工程原计划2019年11月
投运，为给上海庙—山东直流输电工程
调试创造条件，确保该工程早投运、早
发挥效益。9月13日，国网特高压部在潍
坊召开工程建设协调会，明确要求潍

坊—临沂工程在12月10日前具备投运条
件，比里程碑计划提前了11个月，工期
缩短近三分之二。

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繁重的建设
任务，国网山东电力领导高度重视，于9
月28日组织召开潍坊—临沂工程建设推
进会，坚持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时
间，所属建设公司不等不靠，科学编制
工程攻坚方案，精心制订六大保障措
施，确保了工程建设安全优质高效推
进。

他们充分发挥党建优势，成立潍
坊—临沂段工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
突击队、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特高压分
队，引导党员带头当先锋、带头作表
率。强化组织保障，短短10天内，人员
配置由1511人增加到3183人，落地抱杆
增加到72套，架线设备增加到10套；临
沂、日照、潍坊公司刚性执行属地协调

计划，加大协调人员力量投入，加强与
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汇报，妥善解决拆

迁、赔偿等难题，实现了工程建设“无
障碍施工”。

□ 吕锦绣 左丰岐

临近岁末年尾，国网济南市历城区供电公司分析形势、明确任
务，激励全体干部职工乘势奋进、奋力争先，充分彰显了公司党委
“永创最好”的坚定决心和服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为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今年以来，历城供电公司紧紧围绕公司年初“两会”工作部署，
不断强化安全管控，以班组对标为抓手，努力提升各项工作。“六查
六防”隐患排查治理收效明显，员工安全意识显著提高，践行“要我
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该公司借助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保电、信
息安全攻防演习，对辖区内高、低压设备开展“全面体检”，发现隐
患75处，均已整改。

开展66台环网柜、分支箱防凝露专项治理。为户表小区加装三级
漏保4876只，降低群停事件发生。参与制订了公司户表小区配套设施
运维流程，消除变压器保护误动、二级漏保频繁跳闸等各类缺陷21
处，提升各方响应效率。

深化“全能型”供电所建设，实现城区低压营配业务网格化服务
和台区经理全覆盖。强化电费回收管控，提升城区客户智能缴费推广
比例与银行代扣比例达到90%。通过建立供电服务微信群促进客户线
上沟通，拉近供电所与客户间的距离。

积极落实公司关于优化办电流程相关政策，简化获得电力流程，
努力提高客户满意度，业扩达标率保持100%。推广“互联网+供电服
务”，提供多元化供电服务模式。配合做好“三供一业”、老旧小区
户表改造工作，关注百花郡、七里堡小区用电矛盾等社会热点问题，
积极对接属地政府和产权单位，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完成全部新建户
表小区到户管理，管理户数达到5万户。

圆满完成春节、“两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高考及省纪委
党纪法规和德廉知识考试等保电工作，确保了重要时期的电网运行和
辖区内重要单位、重点场所、重大活动的供电优质服务工作。

注重供电所内部员工教育培训，认清形势，凝心聚力，共同推进
供电所业务提升。严格管理、用心做事，让严管厚爱成为常态，让监
督问责成为常态，让修身慎行成为常态。带领供电所全员端正态度，
调整心态，树立“管必管好，干必干好”的工作目标与信心。

□ 刘锴 陈国亮 左丰岐

11月22日16时14分，从潍坊北站10千
伏配电所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10千伏北
站二线、北站三线一次送电成功，至此，
济青高铁潍坊北站3条供电专线建设全面
收官，“环形接线，互为备用”的可靠供
电结构已然形成。

从酷暑到严寒，从220千伏寒亭站到
110千伏仉庄站，从地下管廊到铁路红
线，3条专线的架设与时间赛跑、与风雨
鏖战，终在高铁预定投运时间前一个月交
付使用。

“这其中饱含着参建员工的心血汗
水，也体现着国网员工‘圆梦高铁，先锋
先行’的庄重承诺……”国网潍坊市寒亭
区供电公司负责人江佃祥动情地说。

11月8日，记者在这里看到，寒亭供
电公司21名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顶风
冒雨，踏着泥泞，向地下管廊内输送专线
电缆。北站一线、二线电缆由110千伏仉
庄站引出，先向东，再向南，从这里一路
架设进高铁红线区，全长1 . 9千米。寒亭
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姚玉风介绍，工程伊
始，持续性的降雨天气为工程制造了不少
困难，但队伍的精气神，特别是一线党员
的“传、帮、带”作用发挥了出来，硬是
抢回了损失的时间。

11月19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两
条电缆已经完成了管廊及红线区的敷设，
中间头也制作完工。寒亭供电公司验收组
一行7人出发进站验收。在潍坊北站10千
伏配电所主接线图前，验收人员紧锁着眉
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接线图，用手沿着线路

查找联络点，并在笔记本上不时标注。
“别看进线是3条10千伏，站内的母线分
段相对复杂，站内供电设备先进精密，对
继电保护的要求相当高。”有着20年党龄
的验收组成员、寒亭供电公司调控中心韩
洪泽介绍。

济青高铁投运后，3条专线将对站内
照明、铁路网信号系统提供电源支持，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着3条专线贯通送
电，负责这个项目的寒亭供电公司营销部
党支部书记张涛心中感慨万千。之前，他
在高铁驻地供电所长位置上，专线建设的
每一步都参与其中。“从路径勘查开始，
但凡是高铁的事儿，再忙他也会赶到现
场。干过了这么多工程，潍坊北站是我对
供电服务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送电成
功后，中铁电气化局济青高铁外电引入总

负责人谷鑫不停赞叹。
为了潍坊市民的高铁梦，寒亭供电公

司将济青高铁涉电工作列为“一号工
程”，发扬“与高铁竞速”的作风精神，
展现旗帜领航的红色能量。其间，他们迁
改线路近百公里“让路”轨道建设，为高
铁上电开辟专门“绿色通道”，全员巡线
打响线路防护攻坚战，河滩牵引站攻克民
事难关在全省率先送电……一个个标志性
事件，成为了服务高铁建设道路上的一座
座里程碑。

然而这条道路仍没有走到尽头。“站
前广场的业扩服务将在月底前启动，约合
7000千伏安的容量，还有很多前期工作需
要对接处理。”顾不上片刻欢喜放松，张
涛与同事们快步上车，转眼消失在暮色
中。

□ 许保琨 左丰岐

“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通过建立帮带机制，引领带
动公司全体员工，杜绝违章违纪现象的发生，全面打造零违章现
场。”11月6日，国网宁津县供电公司开展党员身边无违章、无违
纪、无投诉“三无”活动，为公司电网建设提供安全、稳定、和谐、
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宁津供电公司党委积极贯彻上级要求，立足身边典型
事例，结合生产实际，着眼安全生产工作，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生产零故障，
促进电网全面稳步发展。

一是坚持党建统领作用。坚定不移地抓好党建工作，组织开展主
题党员活动日，深化落实党建管理工作，发挥党员示范作用，全面梳
理各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加强党支部规范化管理，树立国网标
杆，全面打造过硬党支部，加快推动党建工作亮旗登高，将各党支部
塑造成坚强“战斗堡垒”，为供电公司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是坚持安全生产零违章。全面认清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深化安
全管控措施，加强安全知识培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以及监
督体系，建立巡视巡检管理台账，严厉查处各类现场违规行为，做到
有迹可循、追责到人，提高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推
进“三无”班组建设，确保安全生产可控、在控。

三是坚持“一次办好”提升服务质效。认真践行“以客户为中
心、专业专注、持续改善”的核心价值观，立足实际，坚持改革创
新，不断简化服务流程、优化服务机制，聆听客户心声，积极响应客
户需求，主动对接客户服务，建立客户需求快速反应和服务质量跟踪
回访机制，全面提升服务质效，确保“一次办好”工作有效落地，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先锋先行 竞速高铁
——— 国网潍坊市寒亭区供电公司服务济青高铁建设侧记

确保上海庙—山东直流输电工程早投运、早发挥效益

潍坊—临沂1000千伏特高压全线架通

宁津供电
多举措促进电网稳步发展

历城供电

激励全体干部职工“永创最好”

莒南供电开展配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左丰岐 刘娟 吴春晓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山东能源临矿集

团新驿煤矿与鲁西矿联合山东科技大学研
发的“沿空放顶成巷无煤柱开采新技术”
获得国家专利，该技术成功破解了传统沿
空留巷技术工效低、安全指数不高的瓶
颈，大大提高了煤炭资源回收率。

据悉，传统沿空留巷方式无法有效控
制顶板的完整性和巷道两帮稳定性，安全
隐患较大。为解决这一行业难题，该矿成
立科研攻关小组，在传统沿空留巷技术的
基础上，对顶板的可放性、成墙性和无冲
击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利用顶板整体
垮落后形成矸石墙，在上覆岩层缓慢沉降
后形成斜跨梁结构，从而使巷道整体压力
趋于稳定，并通过走向架棚支护和金属网
护矸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巷道两帮稳定性
和安全性，巷道安全系数大大提高。同时
有效缓解了该矿采掘接续紧张局面，实现
了长壁无煤柱开采，回采一个工作面只掘
进一条顺槽巷道，生产效率提高10%，生
产成本降低约3%。

该项技术应用后，在新驿和鲁西两矿
总计可多回收煤炭资源3 . 7万吨，增效
1800万元。该技术被中国科学院院士、山
东科技大学教授宋振骐院士鉴定为无煤柱
开采体系的最新发展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对周边矿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极具推广价值。

新驿煤矿

优化沿空留巷技术

增效1800万元

临矿集团开展“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年”活动

“标准化”提升党建科学化

□刘燕丽 左丰岐 报道
“看这样自助洗车，整

个流程下来时间不到7分钟，
花 费 又 便 宜 ， 实 惠 又 方
便！”11月27日，在中国石油
山东菏泽销售分公司西安路
加油站，客户刘女士一边擦
车，一边开心地说。

中国石油山东菏泽销售
分 公 司 为 了 更 好 地 服 务 客
户 ， 推 出 共 享 自 助 洗 车 服
务。这项服务全年365天24小
时 营 业 ， 而 且 操 作 流 程 简
单。客户将车开到洗车机前
停下后，扫一扫二维码即可
进入洗车系统，微信登录、
注册进入平台后，点击“扫
码洗车”，确认后，拿着高
压 水 枪 ， 按 下 泡 沫 键 喷 泡
沫，再按清水键进行清洗。
最后按下结算键，系统会自
动 从 个 人 账 户 里 扣 除 洗 车
费。

□朱利文 王枭麟 杨以龙 报道
近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菏泽煤电公

司团委组织召开规范使用团旗、团徽、团
歌主题团课，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共青
团工作标准化水平，规范了各级团组织团
旗、团徽、团歌等共青团标志的使用。

□张治林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1日，由国网济南供电公司承建的中铁北京工

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R2线开源路站）10千伏临时用电工程送
电完成。而这也是该公司继R2线烈士陵园站临时用电工程建成后第
二项服务R2线建设的临时用电工程。

济南轨道交通R2线为济南市东西方向市域快线，连接西客站片
区、济南站周边地区以及东部新城，而开源路站是R2线的其中一座
地铁车站。该工程由10千伏文明II线姜家砖厂支13-西05号杆接火供
电，供电总容量为1000千伏安。工程吊装500千伏安箱变2台，吊立13
米无拉线杆4基、15米普通电杆1基，杆上安装分界开关1台；组装设
备杆1基，杆上安装刀闸1组、自坠2组、避雷器2组；施放架空线650
米，敷设高压电缆245米。

为早日实现地铁梦，济南供电公司施工作业人员不怕苦、不怕
累，自接到施工任务后，立即与客户联系进行施工现场的勘察工作，
合理安排施工工期，认真完成每一项施工作业。在工程送电前一天，
项目负责人组织成员对施工作业现场邻近线路、交叉跨越、地下管线
设施和施工作业现场的条件、工作环境及其他影响作业的危险点等进
行再次勘察工作，确保了工程顺利送电。

济南地铁的建设，对于完善济南市综合交通体系，增强城市功能
品质，拓展省会发展空间，提升省会辐射带动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济南供电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全力配合建设地铁工程用电，作业人
员也将继续尽职尽责、保质保量地完成地铁工程的施工作业，为早日
实现泉城人的地铁梦作一份贡献。

济南再添一处临时用电工程
助力轨道交通R2线建设

□苗成标 报道
11月26日，三辆满载加压过滤机加压仓的货车在山东能源重装集

团莱芜煤机公司整装待发，将驶往内蒙古客户所在地。今年以来，该
公司紧紧抓住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技术、设备、人才优
势，通过产品升级实现产品高端智能化，舞活销售“龙头”，不断增
加市场份额，连续三个月产品订货超过2000万元，为企业稳步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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