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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广告

□ 赵云波 赵寰 张思凯

“你们的服务真超前！”12月15日，
聊城市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到国网聊城
供电公司就高新区用电项目进行对接时
说。此前，该负责人着重介绍了高新区
新引进投资约50亿元的阿里云创新中心项
目，希望得到相关配合。没想到刚说
完，聊城供电公司随即就将该项目何时
用电、如何供电的电网规划书拿到了他
的面前。

重点项目前期就能制订电网规划
书，这一举措得到了客商、招商主体和

所在县（市、区）三方的一致好评，而
这得益于聊城供电公司今年在全省首创
的重点项目建设涉电联席机制。 “良
好的营商环境，是各地招商引资、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条件。”国网聊城
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房茂伟说。根据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要求，该公司
建立涉电项目联席会机制，即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资金整合、统筹规划实
施的协调机制。对内每周组织召开会
议，对电网基建、大修技改等项目进行
统一协调，对外明确“分级对接、一口
对外”职责。根据政府规划、建设及政

策动态，及时优化调整电网规划和项目
建设时序，确保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园
区、重点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今年8月，山东智汇谷实业有限公司
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
造阿里云创新中心（聊城产业基地）项
目。聊城供电公司得知消息，立刻召开
联席会，变客户上门申请办电为主动为
客户提供用电方案。

在11月13日聊城供电公司召开的第17
次涉电联席会上，参会人员讨论了聊城
市新建垃圾电厂接入可研方案、三和电
厂机组并网工作进展、220千伏庞庄站#3

变扩建工程待协调事项等情况。通过涉
电项目联席会机制，该公司对内切实解
决各部门的实际问题，对外形成合力，
推动了“一次办好”落到实处。

自建立涉电项目联席会机制以来，
该公司累计形成132项推进意见，解决各
类项目问题98项，推动26项重点难点工程
取得突破进展，改善了营商环境，并为
电网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坚强电网
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我们会继续超
前做好电网规划，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确保满足各类客户的用电需求。”国网
聊城供电公司负责人胡晓东说。

□丁悦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廉洁文化建设的认识，

丰富廉洁教育活动载体，弘扬廉洁文化，涵养清风正气，12月12日，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组织开展了“阳光幸福杯”廉洁文化作品
表彰会。

上半年，古城煤矿纪委围绕“阳光、幸福、廉洁”主题，在全
体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了“阳光幸福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评选活
动。活动共收到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创意新颖、健康向上的书
画、漫画、篆刻、剪纸、硬笔书法类等作品156篇，经过初选、评
审，对66篇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及作者进
行了表彰，其中一等奖3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4名，优秀奖41
名，充分发挥了廉洁文化教育人、影响人、鼓舞人、激励人的作
用，传递了遵法崇廉明德的价值观念，营造了守规矩、倡廉洁、扬
正气的良好氛围。

□左丰岐 巩玉清 报道
本报滕州讯 今年以来，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滨湖煤矿从规范落实

基层党组织生活基本制度入手，依托灯塔党建在线和党建工作“电子
档案”管理平台，构建传统模式融合新媒体手段的“智慧党建”新模
式，真正使基层党组织生活严起来、实起来。

针对以前党组织生活不经常、不规范、流于形式等问题，滨湖煤
矿开展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指导全矿16个党支部对党员大会、支部
委员会、党小组会等10项基础工作资料进行及时录入上传，实现了基
层党建工作的数字化存档、会议审批的线上审核及线上动态督导反
馈，拓宽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新途径。

“以前我们必须到支部现场去督导，才能发现问题，既费时又费
力。”该矿组织人事科科长魏传亮说，“现在通过这个平台在线查
看，可及时反馈给各支部，让组织生活活起来，更好地服务基层各党
支部。”据了解，截至目前，滨湖煤矿依托灯塔党建在线和党建工作
“电子档案”管理平台，累计督导基层党组织生活190余场次，反馈
整改各类问题70余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党建信息化平台，重点在抓实基层党
组织生活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党组织生活质量，增强党组
织活力，以“智慧党建”新模式引领组织生活升级，促进矿井安全高
效生产。”该矿党委书记勇俊说。

□ 左丰岐

12月1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发
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
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将开
展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清理整顿，严禁
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鼓励通过置换、
回购、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在用低速电

动车。这意味着，低速电动车经过多年
的野蛮生长终于迎来了“成年礼”，转
型升级已箭在弦上，低速电动车发展步
入“正轨”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低速电动车是生活中常见的交通工
具，主要指行驶速度低、续驶里程短，
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
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四轮电动机动
车（包括老年代步车）等。由于成本
低、受众广，低速电动车在中国三、四
线城市及乡村快速发展，并有向一、二
线城市交通体系延展的趋势。山东是低
速电动车产销大省，据相关统计，2009
年—2017年，山东已累计生产低速电动

汽车219 . 06万辆。仅2018年上半年，山
东累计产出低速电动汽车就达32 . 72万
辆，同比增长30 . 52%。

但是，大多数低速电动汽车因不符
合国家关于纯电动汽车“最高时速不低
于每小时80公里 ,续航大于80公里”的
双“80”标准，导致产品无法进入工信部
公告目录，存在生产经营无序、车辆无牌
上路、驾驶人无证驾驶等问题，引发了大
量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严重影响了城市
绿色交通、慢行交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由此导致低速电动汽车处
境尴尬、市场无序等问题愈演愈烈。

面对低速电动车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出手管理非常必要，最重要的就是
为低速电动车行业制订标准和规范，目
前低速电动车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
一，就是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导致低
速电动车产品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影
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形象。

面对已经形成规模优势的低速电动
车产业，相关部分应当充分发挥行政和
市场两种手段，利用标准升级、市场淘
汰双管齐下的办法，推动整个行业“升
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实现
产业的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如此，
不仅可以促进产业走向更高水平，也能
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 郭歌 刘铭 左丰岐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快
速推进，长清电网负荷快速增长，国网济
南市长清区供电公司本着“科学规划，适
度超前”的原则，加快区域电网设施改造
升级，为长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
活需求提供强大动力。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近
日，长清供电公司配合完成创新谷片区
规划编制，旨在将片区电网打造成济南
市“样板”电网。截至目前，该公司已
完成对 2 2 7 7个配电台区的低压普查工

作，全面掌握低压设备的实际运行情
况，为实现电网的“精益化”管理提供
坚实支撑。依托普查得来的数据，高质
量完成8个乡镇村、516个行政村的“一
图一表”规划成果编制工作。对于市、
区重点项目建设，配合完成轨道交通R1
线配套工程跨越施工任务，完成总投资
约1 . 2亿元的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电力专项
规划，配合市政工程完成15处线路迁建
工作。

农网是电网改造升级中十分重要的一
环。长清供电公司积极推进2018年中低压
配农网工程建设，完成改造35千伏架空线

路12 . 4千米，电缆线路1 . 1千米。新建、改
造10千伏线路167 . 24千米，配变106台，低
压线路213 . 77千米，大幅提升了农网线路
健康水平。

长清供电公司加快推进“煤改电”等
电 能 替 代 项 目 ， 累计完 成 替 代 电 量
4665 . 94万千瓦时，完成分布式电源并网
项目282个，并网容量6662千瓦。积极推
进“阳光扶贫”行动，按期完成第三批39
项光伏扶贫项目的验收并网工作，并网容
量4651千瓦，补贴资金797 . 06万元，惠及
贫困户860余家。

据统计，长清供电公司1—9月份完成

售电量9 . 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 . 09%，
完成年度计划11 . 288亿千瓦时的82 . 39%。
四季度预计完成售电量2 . 8亿千瓦时，全
年完成12 . 1亿千瓦时，超出年度计划0 . 81
亿千瓦时，提升15 . 13%。

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长清供电公司
将投资9280万元，新建改造主变4台、容
量11 . 26万千伏安、110千伏线路4 . 2公里、
35千伏线路11 . 72公里，全面消除单线单
变运行变电站，进一步优化主城区及东南
部山区电网架构。加快推动110千伏牛山
变第二电源点——— 文牛线电缆线路建设，
力争110千伏文牛线竣工投运。

□ 赵冬 郎风翔 左丰岐

12月12日，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组织16处供电所、300多名台区经
理向全市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宣传免费电量优惠政策，
进村入户发放明白纸，这是该公司以实际行动推动电力扶贫开发工作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工作要求，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目标，以贫困村用电需求为导
向精准施策，进一步完善扶贫计划和工作措施，着力提升配网供电能
力和供电质量，助力贫困村切实打好脱贫攻坚战。

以包村帮扶为关键，扎实做好定点扶贫。该公司在对朱桥镇小张
村包村帮扶中成立工作队，帮助制订村庄2018—2020年发展目标规
划，对该村所有家庭进行摸排调查，建立户情档案120份，帮助小张
村引进资金4万元，助力村庄经济发展。投入资金为扶贫工作重点村
郭家店镇元岭村新上2台200千伏安变压器、改造供电线路7 . 2公里。
对驿道镇费现村开通扶贫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为村庄解决了500亩
樱桃园、1000余亩小麦地灌溉用电难题。

以走访调研为手段，积极推动电力扶贫开发。该公司于11月上旬
组织开展“千所百站·电力攻坚”行动，在全市16处供电所设立扶贫
工作联络点，专人跟进扶贫项目进展，组织开展城乡“低保户”和农
村“五保户”免费电量优惠政策入户走访宣传活动。

以坚强配网为基础，精准做好扶贫项目规划和施工。该公司在对
省定38个贫困村进行前期改造的基础上，投资443 . 82万元对其中15个贫
困村再次进行电网升级改造。根据贫困村用电负荷的增长，2018年又投
资66 . 72万元进行3个村的配农网项目改造。并且，将朱桥埠上村、土山
沙埠子村等20个村分别列入明后两年的配农网工程改造计划。

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积极推进服务新旧动能转换。该公司组织实
施“保卫蓝天电能替代”等为民服务十大工程，建立电能替代项目工
程“绿色通道”，实现从业扩报装到项目送电的“一站式”服务。截
至目前，莱州市分布式电源并网数量累计达到4071户，总容量10 . 04万
千瓦。申请公示“煤改电”企业44户，占烟台全部申请企业的33%。
完成电能替代电量1 . 8亿千瓦时。

低速电动车发展亟待步入“正轨”

□ 本报通讯员 吴玉华
本报记者 张思凯

2017年5月，厄瓜多尔政府将约220平
方公里绿地100%的矿权授予兖矿集团；
2018年2月，兖矿再获300平方公里100%金
属矿权，并获厄瓜多尔50000平方公里国
家矿产资源普查独家谈判权。近日，以张
鑫为首的兖矿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创业
团队，凭着这份骄人的成绩单，被山东省
委授予“全省干事创业好团队”称号。

张鑫团队进入厄瓜多尔纯属偶然。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获取煤和钾肥后，
2016年，兖矿集团开始布局南美市场。年

初，张鑫所在的兖矿东华建设公司了解
到厄瓜多尔开始转让矿权并得知秘鲁水
资源匮乏，遂安排张鑫团队去厄瓜多尔
调研矿权并去秘鲁勘探找水。

张鑫为首的前期考察团队克服常人
难以忍受的高原反应和深山密林的艰难
跋涉，锁定特里姆贝拉和艾尔多伦埃杜
两个目标区块，经过国内地质、采矿、
勘探、环保、经济等专家组反复论证，
2017年4月，《厄瓜多尔矿业绿地区块风
险勘探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审
查，正式通过立项。

要获得理想的目标区块，还面临着
来自澳大利亚汉克公司和FMG公司的激
烈竞争。张鑫团队经过慎重分析认为，
澳大利亚是只拿矿产而不输出技术，厄
瓜多尔即将实施资源普查，而缺乏必要
的勘探技术，兖矿集团不仅技术优先而
且可以输出技术为其服务。

一个“技术换矿权”方案适时提
出：兖矿集团不仅投资厄瓜多尔矿产勘

探，还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兖矿集
团、中国矿业大学和厄瓜多尔在钦博拉
索大学成立兖矿学院，学生可以到中国
矿业大学进修，毕业后还可以到厄瓜多
尔分公司实习就业。

“技术换矿权”方案赢得厄瓜多尔
高层高度认可，兖矿以技术服务输出赢
得绿地区块风险勘探项目合作协议谈判
权，并击败澳大利亚两个强劲对手。2017
年5月17日，厄瓜多尔政府将约220平方公
里绿地区块100%的矿权授予兖矿集团。
这是厄瓜多尔第一次把100%的矿权转让
他人，也是中国大型能源企业首次在厄
瓜多尔持有100%矿权。

2018年2月，通过“技术换矿权”这
一独创模式，兖矿再获厄瓜多尔300平方
公里太平洋明珠100％金属矿权，并获得
厄瓜多尔国家5000方公里、合同额近1亿
美元的国家矿产资源普查独家谈判权。
更令人自豪的是，兖矿厄瓜多尔团队提
供的资源勘探技术标准成为厄瓜多尔实

施资源普查的国家标准。张鑫说：“把
“‘兖矿技术’作为厄瓜多尔的标准进
行推广，将来可以在拉美地区矿业界形
成一个‘兖矿模式’。”

目前，张鑫团队已在厄瓜多尔深深
地扎下根，兖矿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由
刚去时的3人发展到36人，其中有厄方原
矿业公司的13名员工。“我们是中国人，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形象，代表着兖
矿形象，”张鑫说，“我们不光追求效益，我
们还要担当起责任。”他们经常向贫困居
民送食物、帮助居民维修电脑，建设电力
设施、医疗卫生中心，为地区创造就业岗
位，被当地民称为“可爱的外国人”。
“我是兖矿人”成为厄瓜多尔团队外籍
员工以引为傲的身份证明。

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表示：“兖
矿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创业团队不仅输
出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中国服务，
更把中国标准输送出去，这是更高层次
的‘走出去’。”

先进技术换来厄瓜多尔矿产资源开发权

“兖矿模式”输出中国标准

全省首创涉电项目联席会机制

电力服务成聊城招商优势

科学规划 适度超前

长清供电加快区域电网设施改造升级
莱州供电
精准施策助力脱贫攻坚

古城煤矿表彰廉洁文化作品

□刘庆路 左丰岐 报道
本报微山讯 “以前光听说‘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没想

到我竟然也赶上了这个好时候。”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新煤公司综采二
区的尹逊礼，今年51岁，干了33年采煤工。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从今年开始，他这个老采煤工再也不用在工作面采煤了，而是坐
在集控室内，看着监视器，用电脑遥控操作采煤工作面各设备自动采
煤。

据了解，尹逊礼所在的综采二区原负责新煤公司3406工作面开
采。2017年下半年，该公司优化工作面系统，升级装备，装备全新的
ZT9000型支架，与过去的采煤工作面相比，事故率降低89 . 5%，资源
回采率提高近10%，月均产量增加10余万吨。

同年10月份，该公司投入1亿余元建设6 . 5米大采高自动化3311综
采工作面。该工作面采用智能控制技术、可视化远程干预控制技术和
综采自动化成套装备，实现割煤、推溜、移架、运输等采煤工艺全过
程自动化，日产能力高达1 . 5万吨。提升运输系统的12条皮带全部实
现集中控制，每班减少皮带岗位工10人。此外，井下中央变电所、水
泵房、压风机房等实现无人值守。

去年12月份，3311综采工作面投入生产，综采二区抽调青年技术
精干力量48人，负责该工作面集控操作生产和日常检修。至此，综采
二区在保持原职工队伍有减不增的前提下，完成从“一区一面”到
“一区两面”的生产用工模式转变。

“原来采取综采放顶煤开采工艺时，工区180多人负责一个面生
产，三班倒，还感觉人很紧张；现在采用一次采全高自动化采煤工
艺，140人负责两个面生产，取消了夜班，也没感觉缺人手。”综采
二区技术员王晓波说。

新煤公司
新采煤工艺实现采煤不下井

滨湖煤矿
打造“智慧党建”新模式

□毕翠莉 庞兴梅 报道
12月17日，国网莱芜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对10千伏吕楼线开展冬季特巡，确保迎
峰度冬期间，辖区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
电安全可靠。

□刘燕丽
张思凯 报道

为建设一支素质过
硬的机关管理队伍，中国
石油山东菏泽销售分公司
要求机关人员全部通过中
级以上加油站技能鉴定，
安排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并
严格考试。要求机关人员
考试合格率达到百分百，
以此提升工作能力，更好
地帮扶一线，服务好客
户。图为12月12日，该公
司在第71加油站开展技能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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