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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 陈长芳 张楠

“再走 3 0 0多米是一个隐患易发
点，要仔细进行红外测温测试。”7月8
日21时30分，220千伏九虎线下，国网
莒南县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安全员汲长
伟边走边叮嘱身边的同事。据悉，莒南
供电大力实施“旗帜领航·三年登高”
计划，结合“当先锋、作表率”主题党
日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
用。

在生产工作现场，莒南供电党员同志
自觉做到“向我看、跟我干、让我来”，
带动身边员工积极争创党员先锋岗、作业

无违章的先锋班组，护航输电线路的安全
运行。

通过“当先锋、作表率”主题党日活
动的开展，莒南供电进一步推进班组党建
与生产工作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小组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班组党
员担当作为、努力超越，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更加饱满的热情，在班组党建及生产
工作中持续创先争优，展现新担当、彰显
新作为。

□丁悦 刘振青 报道
为进一步推动“三讲一树”活动开展，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

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7月12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古城煤矿组
织党员干部在职工俱乐部举行党规党纪知识考试。

□通讯员 田兴东 孙幸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7月27日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在济南组织召开的山东
电工电气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
新产品鉴定会上获悉，山东电工电气所
属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
ZZDFPZ-607500/750-550换流变压器等6
项新产品顺利通过国家级鉴定。

在当天两个鉴定会场上，来自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公司、沈
阳变压器研究院、西安高压电器研究
院、山东大学、天威保变等单位的专家
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在听取项目汇报、
审阅鉴定资料、进行现场答辩后，一致
认为：ZZDFPZ-607500/750-550换流变
压器、ZZDFPZ-566700/220-500柔性直
流换流变压器、SZ-63000/110天然酯绝
缘油变压器、S-300000/220柔性直流输
电保护用耗能变压器、DZN-10机械式
直流断路器开关柜、3 . 3kV/100kVA
三相电力电子变压器等6项新产品技术
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
平，同意通过技术鉴定。

近年来，山东电工电气围绕智能电
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优化技术研
发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在输电、
变电、配用电、智能运检等领域开展了
大量研究，取得了系列研发成果。其
中，±1100kV直流输电工程用换流变
压器依托昌吉—古泉±1100kV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研制，是目前世界上电
压等级最高、单台产品容量最大、技
术水平最先进、制造难度最大的换流
变压器。±500kV柔性直流换流变压
器依托张北柔性直流示范工程研制，

是目前世界上电流最大的换流变，作
为柔性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中不可或
缺的设备，可以大幅提升电能输送能
量。110kV/63MVA植物油变压器是
目前国内容量最大、首台通过突发短
路试验的植物油变压器，具有安全可
靠、环境友好、过载能力强等优势。
220kV耗能变压器应用于张北柔性直
流示范工程，是一种故障保护专用变
压器，具有较强的过负荷能力和抗短
路能力，能够保证变压器在4倍过负

荷条件下稳定运行。10kV机械式直流
断路器开关柜是国内首台通过国家高
压电器质量检测中心开断性能试验和
绝缘试验的开关柜，能够为直流配网
系统正常运行提供经济可靠的解决方
案。在智能微电网、能源互联网和电
能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应用背景下，电
力电子变压器作为优质的能量转换平
台，功能灵活，具有无功补偿、能量双
向流动、频率变换、谐波抑制等优点。

此次6项新产品通过鉴定，是在能

源革命与数字革命融合发展、国家电网
公司“三型两网”加快建设、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示范的大背景下，电工装
备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加
速转型的一个缩影。未来，山东电工电
气将坚持自主创新、借脑引智“双轮驱
动”，加快产品技术登高和重点领域技
术攻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电力装备
制造商和系统服务商，为振兴电工装备
制造产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

□通讯员 侯婷 郭轶敏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2日以来，山东全
省持续高温闷热，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
山东未出现用电缺口。

“外电入鲁对我省迎峰度夏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山东省通过七回外电入鲁
通道，接纳外电最多达2038 . 9万千瓦，较
去年常规增加了 7 0 0万千瓦— 8 0 0万千
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控处
副处长刘军介绍，“近几日，山东电网每
天接纳省外来电约3 . 7亿千瓦时，相当于
全省用电量的五分之一。”这七回外电入
鲁通道包括：1000千伏锡盟—山东、榆
横—山东特高压交流、两回500千伏华
北—山东交流通道，以及± 800千伏鲁
固、昭沂特高压直流和±660千伏银东直
流通道。

进入中伏以来，山东电网每日最大用

电负荷均在8000万千瓦以上。7月22日是
中伏第一天，13时11分，山东电网用电负
荷达8311 . 7万千瓦，突破去年8月7日的
8165 . 3万千瓦峰值纪录；24日13时46分，
山东电网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8408 . 3万
千瓦；7月26日13时45分，山东电网用电
负荷高达8410 . 8万千瓦。截至7月29日，济
南、潍坊、烟台、淄博、东营、德州、滨州、日
照、威海、菏泽、济宁、聊城12个市用电负荷
均创历史最高纪录。随着高温高湿天气的
持续，本周用电负荷可能再创新高。

据了解，全省持续的高温天气带来制
冷负荷大幅增长，是用电负荷连创新高的
主要原因。近一周，每日用电负荷的峰值
出现在13时30分左右，比去年提前了一个
多小时，且午峰持续时间长，从11：30—
16：00；晚峰集中在20：00—22：00，尖
峰出现在21：00—21：30且未超过午峰。

为保障全省电力可靠供应，国网山东

电力积极争取省外来电的同时，及时与省
内各发电企业密切沟通协调，在确保省内
机组发电能力，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汇
报，多管齐下保障全网电力供需平衡。

山东省内新能源发电持续发力，对保
障全省电力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10
月以来新投运的海阳核电两台机组稳发、
满发，每日提供250万千瓦的发电出力；
受天气影响，风电出力波动较大；作为全
国装机容量第一的光伏，每日发电出力约
300万千瓦。

截至目前，山东电网未出现用电缺
口，还得益于今年更为精准的大数据分析
与应用。今年夏天，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首次使用了新能源超短期预测，每日滚动
预测未来4小时之内的风电出力；优化调
用总容量235万千瓦的3台应急调峰储备电
源，进一步提升电网调峰能力；通过“调
控云”系统，实时分析、统计全省输变电

设备的负载情况，保证输供电正常。
据预测，8月份山东电网将出现新的

用电高峰，可能导致全省用电在负荷高峰
时段出现300万千瓦到500万千瓦的缺口。
对此，国网山东电力未雨绸缪，在省政府
有关部门领导下编制了有序用电方案，建
立需求响应机制，引导企业客户参与调
峰，通过“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
底”的负荷管理模式，优先采用市场化手
段平衡电力供需，在用电负荷出现缺口
时，优先确保全省人民生活用电需求，全
力保障全省人民清凉度夏。

今年以来，国网山东电力建成投产了
15项迎峰度夏电网工程，投产110千伏至
500千伏线路2515 . 2公里、变电容量1289 . 8
万千伏安，分别同比增长30 . 2%、23 . 9%；
新建改造配电线路1 . 13万公里，新增更换
配电变压器7392台，日益坚强的山东电网
为迎峰度夏做好了充分准备。

□ 张峰 左丰岐

7月8日，国网平原县供电公司组织全
体员工学习“海因里希法则”系列宣传
片，进一步强化现场安全管理，提升全员
安全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各项
作业、施工现场安全可控在控。

海因里希法则是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
海因里希提出的1:29:300法则。这个法则意
为每1起严重的事故背后必然有29起较轻
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事故隐患相随。
违章不一定就引发事故，但事故背后必然
性地存在相当数量的违章行为。

活动中，该公司对各部门负责人提出
以下工作要求：一是要杜绝各类习惯性违
章，从我做起，从细小处做起，摒弃原来
的各类不良习惯和不安全行为。二是在施
工现场要严格按照“六到位一规范”开展
工作，严格按照“三无”创建要求布置安
全措施，各类现场开启安全监控视频，提
高安全水平。三是要以高度安全责任感开
展工作。现场作业时刻牢记上级的安全要
求、工作负责人的安全交底和家人的嘱
托，做到对工作负责、对同事负责、对亲
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必然存在大量

隐患、大量的不安全因素。从任务计划的
实施，人员管理的分配，施工现场环境等
诸多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安全
事故。就好比在多米诺骨牌系列中，一枚
骨牌被碰倒了，将发生连锁反应，其余所有
骨牌相应被碰倒。如果我们消除或避免其
中任何一个因素存在，就有可能避免事故
的发生。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隐
患，消除隐患、避免事故，确保作业人员人
身安全。

通过学习，大家深刻认识到“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思想的重要性，严格执行
安全规章制度，吸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加强作业现场安
全管控措施运用，确保当前工作安全进
行。同时，该供电公司切实加强全员安全
责任，组织班组全员开展专项安全责任学
习讨论会，结合自身岗位安全隐患及风
险，反思、查摆自身及周边存在的不足和
薄弱环节，查找了容易发生的习惯性违
章，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努力提升自身
安全意识，严格执行现场安全要求，保证
作业安全，努力实现“要我安全”到“我
要安全”“我会安全”的转变。

□ 徐娜 张治林 张楠

“王大爷，三伏天这么热，家中的电风扇、空调等老旧破损的开
关插座得抓紧更换，这样才能保证安全用电。”7月28日，国网济南
商河县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分队队员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来到
辖区刘集村，对农户家中存在的用电隐患进行检查消缺。而这也是济
南供电公司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访用户送安全的一个缩影。

入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客户家中空调、电风扇等制冷
家用电器大量投入使用，加之近期农村排灌设施用电相对集中，使得
农村生产生活用电负荷急剧攀升。为加强农村安全用电管理，该公司
积极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利用工作之余和双休日走村入户，认真检查
客户家庭用电线路、插座、开关，检测各类电器的绝缘情况和安全性
能，及时帮助农户更换老化、破损导线，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清凉度
夏；对发现的漏电保护器故障、室内导线老化破股、开关插座松动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及时予以消除；对农田排灌、养殖用电线路和表箱
三封一锁是否存有隐患和安全警示标识是否缺失等进行“拉网式”排
查，严厉查处私拉乱接等违章用电行为，着力加强监督管理，防范人
身触电。

走访中，该公司彩虹服务队员们结合宣传挂图、安全宣传册，向
老百姓讲解安全用电、防触电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引导他们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远离意外触电伤害，鼓励他们带动更多人学习安全用电知
识，增强安全用电以及保护电力设施的意识，保障农户安全度夏。

通过七回通道接纳外电最多达2038 . 9万千瓦，较去年常规增加近800万千瓦

入鲁外电助力山东迎夏峰

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平原供电强化现场安全风险管控
商河供电

党员服务队走访用户送安全

主题党日活动助推班组党建与生产工作深度融合

山东电工电气6项新产品获国家级鉴定
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白 涛 报道

本报微山讯 日前，枣矿集团付煤公司下发《关于印发工程项
目质量终身负责管理制的通知》，通知要求，从7月份开始，该公
司井上下所有施工工程，其质量将由施工方终身负责。

据该公司总工程师张道福介绍，为全面推进矿井质量标准化
建设，提高矿井工程项目施工质量，实现从设计、施工、验收至
投入生产使用全过程控制，从7月开始，该公司对计划施工的采
掘、机电、防治水、一通三防等工程项目的工程质量实行“终身
责任制”，并按照责任划分，制订相应的责任奖惩办法。张道福
表示，在工程项目质量终身负责管理制的具体运作上，他们将每
项工程拆解为工程目的、总工程量、支护形式、支护参数、服务
年限五个具体项目，并按照工程具体涉及的专业、科室，指定具
体单位进行落实。

据悉，在每项工程开工前，须由总工程师或分管副总工程师
牵头，组织设计、分管科室、施工区队及质量验收单位负责人，对各
相关部门、单位提供的分项设计说明书、工程图纸、地质剖面图、防
治水设计说明书等有关基础资料进行集体会商，讨论研究工程最佳实
施方案。会商结束后，他们将根据各方意见制订工程预案，报经公司
审批复核后，再由总工程师牵头，组织工程涉及部门、单位负责人集
体签订《工程质量终身负责责任状》，明确应该履行的职责、承担的
责任。

据该公司安全监察处质量科技术员袁传河介绍，按照工程质量终
身负责制相关规定，每项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前，施工方需建立工程质
量责任信息档案，内容包括：工程质量终身责任信息表、项目责任人
信息卡、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和永久性责任标牌照片等。工程质
量责任信息档案连同工程资料交安全监察处质量科存档，并作为竣工
验收备案材料报竣工验收部门。

“工程质量的好坏关乎矿井安全，关乎每个矿工的家庭幸福，既
然作出了承诺，就必须以百倍的责任心抓好工程的每一道工序、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部位。”该公司安监处长王士奎表示，对设计寿命内
不能正常使用或发生工程质量事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不管人走
到哪里，无论是提拔、离职还是退休，该公司都将依据规定对相关责
任人追究责任。

付煤实行工程项目质量

终身负责制

□起志桓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近期，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工程创新团队与德州供

电企业联合开展“科技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为工程创
新团队和学生暑期深入农村开展电力科技扶贫，搭建了技术交流
平台。

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工科改革要求，山东农业工程
学院机电学院致力于打造“工农融合、协同育人、生本教育、成
果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接产业，使高校在农业农村发展
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供电企业的支持下，以赵志桓副教授带队的工
程创新团队成员和“新工科实验班”的相关同学进行电力设施现场
校外实践活动。通过供电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细致讲解和演示，让
理论和实际结合，学生对现代智能变电站电气设备及运行控制有了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对现在农村常用的高压变压器、断路器、
母线、隔离开关、避雷器等设备的主要功能和操作要求有了更直观
的学习。通过与供电企业联合教学的方式，达到了学习交流和产业
对接效果。

校企联合

开展科技下乡助力乡村振兴

国网莒南县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安
全员在巡检。

安装到位的新疆昌吉-古泉换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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