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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宁 张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在济南召开的全省

电力技术监督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的
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电力技术监督工作面
临的形势，就全面推进电力技术管理能力
和监督服务水平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为确保电网稳定运行、清洁能源足额消纳
打下坚实基础。

电力技术监督是行业发展和运行保障
的基础性手段。去年以来，我省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创新引领，电力技术监督在保
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清洁能源足额
消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社会用
电量59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发电量
5218亿千瓦时、增长7 . 4%，接纳省外来电
699亿千瓦时、增长22 . 6%，风电装机1146
万千瓦、光伏装机1361万千瓦，除春节期
间短时弃风、弃光外全额消纳，很好地满
足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一是技
术监督基础进一步夯实。修订完善涉及电
能质量、继电保护、金属、化学等11个专
业的技术监督工作规定，健全监督制度，
完善监督体系，压实监督职责。制订《山
东省综合利用机组在线监督系统厂站建设
技术规范》等专项监督制度，为规范管理
监督提供依据。去年迎峰度夏前，对18家
发电企业开展技术监督综合检查，及时发
现问题并指导整改，保障了机组稳定运
行。推进网源监督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加
强功能开发应用，实现发电机组调峰、调
频、调压能力在线监测、评价诊断和裕度
挖潜，2018年全省电网AGC控制水平继续
保持华北区域领先水平。完成国内首套
“面向多直流、共享负荷量”的精准负荷
控制系统调试，电网安全性全面提升。二
是专题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加强发电机组
额度容量监督，组织4台机组额定容量核
定试验；深化“热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
建设应用，完成13台背压机组供热模型转
换，159台机组在线数据核对，11台机组
供热状态下电负荷调节能力试验，最大限
度挖掘冬季供暖期热电联产机组的调峰潜
力。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技术监
督，2018年山东电网发电机组烟尘、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分别为1 . 57毫
克/立方米、16 . 05毫克/立方米、35 . 06毫

克/立方米，均达到现阶段国家和地方标
准，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在线监督手段进一步健全。我省电力
技术监督服务平台运行稳定，功能不断丰
富完善，全网直调机组运行管理的精细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全面提高。坚持
做好监督信息的在线报送和机组容量核定
的网上申报、即时处理，实时发布监督服
务信息900余条，编辑简报15期，更新技
术标准1100项，监督工作质量和效率大大
提升。“综合利用机组在线监督系统”功
能进一步完善，新接入机组19台，组织开
展了低热值燃料入炉前的全流程实时视频
监测和发热量在线校核。利用“机组煤耗
在线监测系统”对5台试点机组的主要经
济性指标进行精确测算和统计分析，为政
策落实和机组对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目前
我省电力供应结构向跨省区统筹、多类电
源协调和清洁低碳转变；电力供需衔接向
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上下游协同转变；
电力技术管理和监督服务向信息化、智能
化、自主化转变。新形势新变化新动能，

对我省电力技术监督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充

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技术监督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问题和目标导向，
主动适应新形势，大胆创新，积极开拓，
推进技术监督工作创新发展，促进全省电
力技术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一要加强科
技创新，提升在线技术监督水平。我省首
创建立的山东省电力技术监督服务平台上
线两年以来运转良好，有效推动了我省电
力技术监督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提升了政
府监管和服务职能。各相关单位要及时关
注平台工作动态，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加
快推进平台数据接入，确保数据准确、可
靠，助力我省能源系统大数据中心建设。
山东电力研究院要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
势，做好平台运行维护的技术支撑，加大
在线监督技术的研究开发，提升平台的管
理服务水平，加强网源平台建设应用，深
度挖掘利用大数据信息，为网源两侧用户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省电
力技术监督办公室要持续深化技术监督服
务平台建设和应用，努力扩展监督内涵和

服务方式。规范开展热电联产、机组煤耗
和综合利用机组在线监测，定期发布各类
技术监督报告报表。严格发电机组容量核
定流程在线申报、在线审核，不断提升技
术监督质量和效率。二要强化能力建设，
培育优秀技术监督团队。省电力技术监督
办公室要定期梳理修订现行技术监督政策
文件，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注重开
展技术比武、知识竞赛等活动，促进各电
力企业技术监督人员业务能力的稳步提
高。电力研究院要加强技术监督能力建
设，不断加大人员培养和资金投入。电力
企业要按照省里的统一要求，设置专人专
责技术监督工作，健全组织体系，规范工
作流程，落实监督措施。地方机组是电力
技术监督的薄弱环节，各市要参照省里对
直调机组的技术监督管理模式，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创新性提出地方机组运行
管理任务目标和措施方法。各有关单位要
按照“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流程、
依法监督、分级管理”，逐步形成“网源
荷储”全覆盖、无死角的技术监督网络，
积极适应电力改革发展新形势。三要加强
组织领导，形成技术监督工作合力。各级
能源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有关企业
要切实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齐心协力做好
电力技术监督工作。省电力技术监督办公
室要超前研究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
创新技术监督思路和组织模式，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督促指导，提升服务能力。山
东电力研究院要认真履行电力技术监督职
责，发挥技术纽带和桥梁作用，提高监督
能力，加大技术攻关，推动全省电力企业
技术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要加强华北、山
东电网“强直弱交”问题研究和特性认
知，精细分析运行规律和安全风险，全面
排查和消除三大直流连续换相失败的安全
隐患；深入研究热电机组供热负荷预测和
汽机调门流量特性识别预警技术，提高电
网调峰、调频能力；积极开展网、源侧储
能和机组灵活性改造等新技术研究，促进
新能源消纳。各电力企业要建立健全工作
制度，专人专责技术监督，按照省监督办
公室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全过程监督，
切实发挥技术监督对企业转型升级和生产
运维的指导作用，全面提高全省电力安全
稳定运行水平和供应保障能力。

□通讯员 刘炎 许红波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海阳讯 截至5月8日，海阳核电
1、2号机组本年度已累计发电70 . 1亿千瓦
时，国内首批第三代非能动性AP1000核
电站以其安全稳定的运行，向中国乃至世
界递上了一张闪亮的山东名片。

海阳核电是国家三代核电技术的自主
化依托项目，承载着研发国务院“大型先
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科技重大
专项的使命：一是完全掌握先进非能动技

术与AP1000设计技术，推出CAP1000，将
AP1000国产化；二是突破核电发展关键
设计技术、重大试验验证技术、关键设备
设计和制造技术，实现核电设计自主化，
支撑示范工程建设。

更先进、更安全是三代核电的典型特
点。第三代核电技术是指满足美国核电用
户要求文件（URD）或欧洲核电用户要
求（EUR），具有更好安全性的新一代
先进核电站技术，把设置预防和缓解严重
事故作为设计核电站必须要满足的要求。
关于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目前国际上主
要有两种类型，即改进型电厂（如EPR）
和非能动型电厂（如AP1000）。海阳核
电所采用的是第三代具有非能动安全系统
设计的AP1000技术。“非能动安全系
统”就是利用自然界物质固有的规律，仅
仅依靠重力、流体的自然对流、蒸发、冷

凝等自然手段作为动力排出堆芯余热重
力、自然循环以及气体蓄能驱动流体流
动，带走堆芯余热和安全壳的热量，不需
要任何外部能源。山东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说，这种通过非能动做减法的
设计思路，减少了核电厂的冗余设计，既
简化了系统、减少了设备和部件，又大大
提高了核电机组的固有安全性。

在海阳核电之前，中国的核电版图上
从未有山东的位置。海阳核电一期工程项
目是山东省首次建设投产的商运机组，也
是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项目规划建设
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并预留2台扩建
厂址空间。海阳核电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1983年，在全国核电厂址普查的时
候，海阳就被列为山东省优选厂址之一。
2003年项目前期工作启动；1、2号机组分
别于2018年10月、2019年1月投入商业运

行。目前两台机组均处在满功率运行状态。
作为我国首批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

目，海阳核电项目建设的历程也是三代核
电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实践过程。截至
去年底，73项课题已完成验收，形成知识
产权6513项，新产品、新装置、新材料、
新工艺共962项，行业企业标准762项，设
备国产化率从2008年的30%提高到85%以
上，为后续核电自主化、可持续、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海阳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建成的同
时，也有力推动了山东省核电产业的快速
发展。目前，依托核电项目建设，我省成
立了“两园区一中心”，即海阳、莱山两
个核电产业园区和国家级核电产业技术创
新平台——— 烟台核电研发中心，形成了集
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于一体的三代核电
产业链，成为了三代核电产业聚集高地。

形成知识产权6513项 行业企业标准762项

海阳核电向世界递上闪亮的山东名片

10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第375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创新电力技术监督 提升智能化调度水平

全力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和清洁能源足额消纳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施喜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我省公布今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目标，

全年计划关闭煤矿4处，退出产能162万吨。我省提出要坚持把煤炭去
产能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作为推进煤炭行业新旧
动能转换的关键措施，坚定不移处置僵尸企业，加快退出安全无保
障、资源枯竭、赋存条件差、环境污染严重、长期亏损等“五类煤
矿”，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推进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把煤
炭去产能抓好抓实。

有序组织相关煤矿企业退出。我省要求相关煤矿企业编制关闭退
出方案，明确停产、回撤、关闭等时间节点，并按程序报批。列入今
年去产能计划的武所屯生建煤矿、盛泉矿业有限公司、丰源远航煤业
有限公司赵坡煤矿、微山湖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泗河煤矿4处煤矿，最
迟将于8月31日前实施停产，确保9月底前关闭到位，10月底前通过省
级联合验收，按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把去产能煤矿作为安
全监管的重点，强化安全监管措施落实，严禁去产能煤矿突击生产、
超能力生产和违法组织生产。要坚持月调度制度，及时跟踪去产能进
度，有针对性组织重点检查，煤矿企业要强化安全主任责任落实，严
格制订并落实好各项安全技术保障措施，确保安全退出。

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对去
产能工作全过程监督检查，督促任务落实，组织做好省级联合验收工
作，督促关闭煤矿办理闭坑和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做到真关真退。
严格实行“一公示二公告”制度，及时公示去产能煤矿名单、公告煤
矿关退情况和验收情况，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近年来，我省按照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的目标任务，不断扎实推进煤炭去产能工作。
去年年初，我省再次组织开展去产能煤矿摸底调查，结合全省煤矿实
际，研究制订了2018年全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方案。各有关
产煤市、省属煤炭企业进一步明确责任，分解目标任务，落实工作措
施，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同时，健全制度措施，坚持市场倒
逼、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产能退出。组
织修订《山东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验收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
完善去产能煤矿关退条件标准。制定了去产能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意见，指导企业做好分流安置工作。规范和加强了专项奖补资金管理
使用，提高奖补资金使用效益。加快推进矿业权出让收益处置工作，
解决矿井关退遗留问题。加强去产能煤矿闭坑工作管理，落实矿井停
产、回撤、封闭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关退工作。认真组织实施煤炭
产能置换政策，加快推进全省煤矿产能置换和先进产能释放工作。建
立煤炭去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席会制度研究有关重大问题，加强横
向部门间沟通配合，协调推进去产能，确保各项政策和工作要求落实
到位。同时，坚持完善月调度推进制度，实施关退进度情况月调度月
报告，逐矿组织去产能验收，及时掌握停产、回撤、封闭等重要工作
节点进展情况。组织去产能煤矿大检查大督查，对10处煤矿进行了全
覆盖督查，严防去产能煤矿突击生产、超能力生产和违法违规组织生
产，确保了去产能煤矿安全退出。

据了解，去年我省实际关退煤矿10处，化解产能495万吨，完成
年度计划106 . 5%，其中，关退计划内煤矿10处，化解产能465万吨；
核减生产煤矿产能3处，压减产能30万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
斗在中国生物质清洁取暖高峰论坛发言中
指出，当前，搞生物质确实是天时、地
利、人和的大好时机。现在的主要技术有
了很大进步，有可能更好地实现生物质燃
料的应用。当然这里面也有教训，这两
年，整个“煤改气”也有一些形而上、一
刀切的缺点，一刀切把煤都砍光了，结果
全部用气，气又不够，价格又高，农村承
担不起，所以说这里面也有过挫折、教
训，值得我们吸取。

倪维斗分析说，现在来看，农村能源
要因地制宜，各种能源互相配合，互相整
合，统一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用一种
办法。中国这么大，地域这么辽阔，情况
这么复杂，不可能一种办法能解决。要遵

循“合适”原则：要把合适的能源放到合
适的地方，在合适的系统中和其他能源合
适的配合，发挥合适的作用。这几个合适
很重要，这是慢慢认识到的问题。这种认
识也得到广大领导干部、基层领导、行业
从业者的认可。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生物质
燃料采暖，需要国家整体的生态建设，要
和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山东、美丽阳信结
合在一起，要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和“三农”问题、和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提
高问题相结合。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中
国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没有农村能源系统的现代化，就
谈不上农村的现代化。所以说，农村能源
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核心
的问题，要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

作为煤炭清洁利用研究的专家，倪维
斗指出，我们国家在煤发电方面走在了世
界前列。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他们整
个煤电的效率已经提得比较高了，煤耗是
276g/kwh，已是世界前列。现在还在进行
新一轮的发展。在安徽平山建立了新的发
电厂，蒸汽的温度还是600℃，但是有二

次散热、有高低位分流布置的一些方案，
使整个电厂效率进一步提高，能够把煤耗
从现在的全国平均310g/kwh降到251g/
kwh。这么大的发电行业，降到这个水
平，二氧化碳的减排幅度很大。但是从某
种意义上讲，再挖潜困难就很大了、不容
易了，要想新的办法，主要途径就是充分
利用生物质燃料。现在在掺烧生物质，掺
5%就降低5%的二氧化碳排放、掺10%就降
低1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种方式全世界
正在兴起，尤其在欧洲，英国在这方面比
较先进，逐渐从掺烧增加比例到全烧。最
近的消息是，英国的一个电厂4台66万千
瓦机组，总容量是264万千瓦，现在已经
全部烧生物质，每年大概需要2000多万吨
的生物质燃料，这个量非常大。它现在没
有这么多生物质，所以用船从加拿大进口
来解决这个问题，慢慢地在国内、国外建
立起从种植、收购、运输、制造的体系来
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
厂也有计划进一步利用生物质燃料来替代
煤，减排二氧化碳。

倪维斗表示，推行生物质对各方面都

有很大的促进，一是能促进生物质植物的
发展，不仅是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也可以
在一些不适应粮食种植的地区开展高产生
物质原料生产。比如说在宁夏固原市，由
于缺水，种粮食不行，但是种能源植物是
完全可以的。二是通过生产能源植物，能
够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在大规模市场化运
用后，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就业，几千万
吨、几亿吨的需求是一个大产业。如果把
生物质产业大规模地搞起来，就能促进农
民就业，也能和精准扶贫连在一起。

推进生物质采暖是整个生物质应用的
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个
方面，是一个起点、突破、关口，也是一个抓
手。当前阳信县生物质清洁取暖工作取得
的成就，是各级领导和大量生物质能科技人
员多年来克服困难、不辞辛苦工作的结果。

发展生物质能源利用产业是个大事
情，要好好做，越做越大、越做越兴旺。希望
生物质能科技人员能起到点火的作用，希
望生物质这项事业能取得很好的成果。

（本报通讯员 张成泉 本报记者
左丰岐 整理）

□通讯员 朱宁波 记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一年一度的电力迎峰度夏即将开始，为加强和规范

我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管理，提升电网电力应急保障能力，确保
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山东省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局山东
监管办公室日前联合出台《山东省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启动运行方
案》。

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是指未纳入年度投产计划，手续合法齐全
并已基本完成工程建设、且具备并网发电条件，已纳入全省煤电应急
调峰储备电源方案并经省级政府网站公示后的煤电（热电）机组。
《方案》提出，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分为应急性启动和维护性启
动：当电网、电源发生严重故障导致电力供需失衡时，以及迎峰度
夏、迎峰度冬、恶劣天气等重要电力、热力保供时期，可以按照实际
需求应急启动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而维护性启动是为确保煤电应
急调峰储备电源能够及时正常启动、充分发挥应急作用，定期根据负
荷需求和机组实际状况进行启动。

《方案》规定，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不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所
发电量参照山东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执行。煤电应急调峰储
备电源原则上应在春、秋季节安排年度计划检修工作，具体检修时间
需报山东电力调度机构备案并同意。

《方案》出台后，我省包括烟台八角电厂#1、#2在内的4台，合
计容量320万千瓦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将发挥应有的电力供应保障支
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评点生物质利用———

农村清洁取暖应切实遵循“合适”原则

工作人员在智能电能表检定流水线进行检定质量巡查。 □徐慧 报道

大众视野 能源世界

8月底前停产

9月底前关闭到位

10月底前通过省级联合验收

我省加快推进

“五类煤矿”有序关停退出

我省出台煤电应急调峰

储备电源启动运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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