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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山东一天降下9500个大明湖。”媒
体在报道台风“利奇马”影响时写道。
据统计，受“利奇马”影响，截至8月13
日7时，全省16市117个县（市、区）853
个乡镇（街道）373 . 19万人不同程度受
灾。

山东电网同样经受了严峻考验。国
网山东电力超前准备，省、市、县公司
协同联动，保障了山东电网安全平稳运
行。截至8月21日，受台风影响停电的
224 . 41万用户全部恢复供电。

超前准备

严阵以待“利奇马”

“按照‘灾前防、灾中守、灾后
抢’三个阶段，省公司统一领导，省、
市、县公司分级负责，立足最不利的情
况，按最严的标准，作最充分的准
备！”8月8日，超强台风“利奇马”尚
在台湾东部海面向北移动，国网山东电
力召开应对“利奇马”第一次视频会商
会议，对抗台风保供电工作提前作出部
署。

早在8月7日，国网山东电力就已发
出通知，全面启动应对“利奇马”准备
工作。截至8月9日，该公司所属各单位
累计完成1768座变电站、147座开关站防
汛检查，巡查3 . 37万基杆塔；加固、拆
除输变配电设施临时建筑物、塑料大棚
等2037处，修剪、清理超高树1 . 0 4万
棵。

他们还排查了全省医院、市政排涝
泵站、临时避难场所等1052个重点用户
供电设施，协助防汛、水库、河道、泵
站管理部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协同做
好准备工作。同时，1 . 12万名应急抢修
人员进入临战状态，准备好1494辆抢修
用车、153辆发电车、310台发电机、54
台大型抢修机械、255套应急照明、89
艘抢修舟船，随时都能开展抢修作
业。

8月10日8时，国网山东电力省、
市、县三级132个应急指挥中心开展24小
时联合值班，省公司统一领导，省、
市、县公司分级负责的协同应急体系开
始高效运作。

8月10日下午，受“利奇马”外围云
系影响，山东开始普降大雨，随后连续
4日降雨。8月10日8时至13日17时，山东
省平均降雨量165 . 9毫米，过程降雨量是
我省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值，全省16市
均出现暴雨以上降水，多地降雨量突破
历史极限值。

得益于准备充分，山东电网保持安
全稳定运行，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肆虐
的狂风暴雨还是导致部分电网设备受
损，累计有828条10千伏及以上线路、
224 . 41万用户停电。

灾情就是命令。国网山东电力各单
位快速响应，一边组织人员对受损设备
进行抢修，一边继续加强巡视，全面打
响了抗台风保供电攻坚战。

快速响应

让灯尽快亮起来

“要继续发扬电力铁军精神，以严
谨细致的作风和决战决胜的状态，全力
以赴做好抢修复电等各项工作，奋力夺
取防台抗台保供电工作的胜利！”8月12
日，国网山东电力召开应对台风“利奇
马”第八次视频会商会议，该公司主要
负责人说。

抢修工作早在风雨肆虐后就开始
了。8月11日深夜零点34分，济南章丘电
网10千伏文朱线37号杆T接的星辰支线7
号杆断杆，断杆横亘在243省道上。该省
道是文祖镇山区居民进出的“生命
线”。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文祖供电
所工作人员紧急出动，台区经理蒋坤驾
驶私家车将断杆拖至道路绿化带旁，畅
通交通要道。随后，他们冒雨抢修1个
多小时，恢复了主线供电。

寿光也是重灾区。持续降雨导致弥
河、丹河洪水泛滥，政府紧急疏散195个
村6 . 8万居民。寿光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
对接寿光市委、市政府，设置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站，为45个安置点及时提供临
时用电服务。他们还向受灾群众发放
《回迁入户安全用电告知书》和《排灌
水泵用电安全告知书》，保障灾区居民
安全用电。

受台风影响，山东电网10千伏线路
有743基电线杆倾斜、倒伏或折断，317
处断线，3 . 26万台配电变压器停电。每
一个抢修现场都是一个战场，都有让人
感动的场景。

让人最为感动的是淄博市淄川区太
河镇抢修现场，洪水把该镇东余粮、西
余粮两个村道路、电线杆冲断。8月14
日，淄博供电公司重新敷设电缆，这两
个村村民自发加入到抢修队伍中，和抢

修人员形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淄博供
电公司太河供电所员工孙世民说：“人
民电业为人民，人民群众也想着咱电网
人。咱们要尽快恢复供电，才对得起这
份厚爱！”

8月13日，国网山东电力官方微信号
推出了《分秒必争，追风战“马”》，
用图文和小视频的方式展现一线员工迎
战“利奇马”的工作场景，两天内阅读
量达到9 . 6万，广大粉丝看后纷纷留言、
点赞。粉丝“如意”说：“谢谢你们，
一定注意安全啊！”粉丝“知足常乐”
说：“有时间吗？我请你们吃饭！”

协同联动

全局上下一盘棋

“东营广饶某110千伏变电站内涝排
水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天亮转战继续，
亲人们勿挂。”8月13日凌晨2点33分，
国网山东电力应急管理中心应急基干分
队队长宫梓超在朋友圈中发了一组图
片，向亲人报平安。

风雨肆虐导致山东多地洪水泛滥、
河水决堤以及地质次生灾害，给电网抢
修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广饶是全省受灾
严重的县区之一，为此国网山东电力应
急管理中心派出应急救援基干分队队员
30多名，携带排水泵、泛光灯、发电
机、卫星通信车、冲锋舟等装备，于8
月12日17时抵达广饶，连夜开展抢修排
水工作。截至13日凌晨3时，110千伏段
河、西水两座变电站积水基本排空。

在驰援广饶的队伍中，除了应急管
理中心应急救援基干分队，还有来自东
营市东营区、垦利区、河口区和利津县
等县区供电公司的员工。大家携手并
肩，共同谱写了省、市、县公司协同作
战、开展抢修工作的壮歌。

在国网山东电力省、市、县公司协

同应急体系中，依托山东送变电工程公
司成立的应急抢修中心也是一支重要力
量。该中心在济南和胶东（高密）设有
两个应急抢修基地，构建起全省一小时
应急抢修圈。

8月11日10时，国网山东电力应急抢
修中心接到驰援临朐的命令。他们快速
响应，派出胶东基地骨干前往勘察，抢
修梯队随后跟进，同时济南基地协同支
援。

11时，第一批11名抢修骨干抵达现
场，经实地勘察发现，同塔双回线路110
千伏盘辛线、盘蒋线27号铁塔基冲刷严
重，有倒塌危险，一旦倒塌会连带附近
的26号塔和28号塔，需要对这两座塔进
行加固。

13时，应急抢修中心第二梯队50人
携带抢修设备和工器具抵达现场，与临
朐县供电公司人员一起开展抢修作业。
河沟、农田满是积水，抢修车辆只能停
放在远处的乡间小路上。抢修人员冒着
大雨，蹚着没膝的洪水，肩扛手抬将工
器具、抢修材料运送到现场。经过4个
小时冒雨奋战，顺利完成了抢修任
务。

国网山东电力物资系统也是这次联
合作战的重要力量。灾情发生后，他们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与应急管理中心、
受灾较重供电公司高效沟通，从临沂应
急库向临朐调拨泛光灯30台，并从济
南、淄博等市供电公司调拨自吸泵、汽
油发电机、配电变压器、电力电缆等应
急物资支援重灾区，为打好抢修复电攻
坚战提供有力支持。

据统计，截至8月16日19时，国网山
东电力累计投入抢修人员4 . 86万人次、
车辆1 . 24万台次、发电车132辆、大型抢
修机械356台、应急照明装置397套，全
力以赴组织抢修，在第一时间恢复了停
电用户电力供应。

□ 颜炳辉 崔磊 左丰岐

8月11日20时，来势汹汹的第9号台风
“利奇马”登陆山东后，持续的狂风暴雨
对电网运行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国网淄博
供电公司迅速投入灾后故障巡视和抢修复
电工作中，尽快修复受损设备，全力保障
电网安全。

台风过境山东期间，淄博市持续降雨
时间长、平均降雨量为全省最大，导致淄
博电网配网受损严重，多处电力设施被山
洪淹没造成短路，配电线路故障停运85条
次，1576个台区停电，15 . 35万户群众用电
受影响。

面对灾情，淄博供电公司迅速启动

市、县、区应急响应，主要负责人带班坐
镇应急指挥中心，科学应对台风影响，精
心组织抢险救灾。各级各有关部门全员到
岗、一线落实，全力开展故障巡视和抢修
复电工作。

8月11日，淄博供电公司抢修复电工
作全面开展，各工作组迅速进入电力设备
受损严重区域，打响了灾后电力设备故障
巡视和紧急抢修攻坚战。

持续、强烈降雨天气，给现场抢修、
物资运送带来极大难度。尤其是受灾较为
严重的淄川、周村、桓台等区县，降雨引
发山体滑坡，部分道路毁坏，抢修力量、
物资等无法进入，影响了抢修开展。

“困难再大，也要尽全力恢复供

电。”面对灾情，淄博供电公司把尽快恢
复群众供电作为工作第一目标，针对部分
抢修现场大型车辆无法进入，抢修人员依
靠肩扛手抬运送电杆、横担、绝缘子等抢
修材料，以最快速度投入抢修。

抢修中，淄博供电公司统一调配各区
县抢修、工程、物资等力量，组成精干抢
修队伍，连夜开展不间断抢修工作。截至
目前，已累恢复供电台区1555个，恢复供
电用户15 . 04万户。

8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
间新闻》播发：电力抢修期间，淄川区太
河镇余粮、东峪村100余名村民自发加入到
架线队伍的感人画面，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台风期间，淄博供电公司利用媒体资

源畅通抢修信息渠道，通过官方微信、微
博向社会发布“温馨提示”、停电抢修信
息、灾后安全用电信息等，受到了客户的
好评和欢迎。

同时，针对已恢复送电的故障设备，
淄博供电公司积极做好绝缘测试工作，确
保居民顺利回迁用电。在受灾社区、村庄
设置临时安全用电服务点，印发灾后安全
用电服务指南，由党员带头进行入户安全
用电宣传。

目前，淄博电网受灾电力设备抢修工
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仅剩1条10千伏线
路还未送电，抢修人员正在积极推进，不
久，最后受停电影响的3000户居民就能恢
复正常生活、生产用电。

□ 东海 周翔宇 左丰岐

8月12日，国网济宁市任城区供电公
司积极开展济宁市第八中学空气源热泵项
目跟踪服务工作。这是任城供电公司在全
省率先开展市县一体清洁供暖暨空气源热
泵项目以来的第14个工程。

市县一体方案实施。任城供电公司把
打赢攻坚战放在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按
照市公司“五个走在前”的明确目标和
“百日攻坚”实施方案细化出任务时间
表，推进市县一体工作迅速发展。积极促
成综合能源济宁分公司与任城区政府签订

清洁能源综合开发利用框架合作协议，仅
一个月内协调完成18个学校单体综合能源
合同签订，在全省开创了与政府签订综
合能源合同的先例，目前已进场开工14
项。

市县一体速度攻坚。任城供电公司积
极开展市县一体任城区清洁供暖暨空气源
热泵项目，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就
绪，合同签订、现场勘察、施工计划、施
工方案、设备、物料、人员、后勤保障等
已全部到位，项目整体进入施工冲刺阶
段。截至8月12日，暖通部分已进场学校
14所，未进场学校4所。已进场14所学校

中，11所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以上。
市县一体协调推进。争取政府最大理

解，围绕当地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增大、
环保压力持续存在、电能替代及多能协同
技术优势等方面，任城区签订清洁能源综
合开发利用框架合作协议，明确电能替
代、绿色交通等5大方面合作共建事项。

市县一体协同机制。建立协同工作机
制，在框架协议签订后，主动围绕政府棚
改、校改等重点项目开展潜力项目摸排，
并建立任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能源
济宁分公司、任城区供电公司三方定期联
络沟通机制，定期召开联席调度推进会协

同推进潜力项目落地实施。
市县一体示范引领。打造绿色校园示

范工程，以推进学校清洁取暖为切入点，
率先推动18所学校实施集中式电采暖，并
与任城区住建局、教体局沟通确认项目合
作模式，项目正快速推进。

作为全省首个开展市县一体清洁供暖
暨空气源热泵项目的县公司，下一步，任
城供电公司将持续做好市县一体工作，不
断总结典型经验做法，下好“先手棋”，
打好“组合拳”，确保市县一体清洁供暖
暨空气源热泵项目在全省继续走在前列、
做好表率。

□ 王立军 张楠

近日，菏泽市定陶区润鑫化工有限公司为国网菏泽市定陶区供电
公司送来两面锦旗，分别写着“优质服务情暖客户”“高效规范办实
事，热情贴心为企业”。

据了解，润鑫化工是定陶区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初期，定陶供电
公司提前介入，超前谋划，全面周到地提供电力服务，并全力以赴帮
助解决建设施工中的用电困难，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不等企业吹哨，部门先来报到。”定陶供电公司从规范业务流
程做起，创新“四压减一强化”，构建了环节少、时间短、服务优的
标准化服务模式。压减流程环节，高压客户压减至4个环节，低压客
户压减至3个环节，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受理后现场直接装表接
电。压减接电时间，提高一次性验收通过率。压减办电资料，对于线
上办电客户，取消用电申请表，对线下申请的，提供免填单服务。主
动向客户介绍工程典型设计，降低客户工程造价。

该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新介绍说：“对小微客户，我们还提供主动
通知等特色服务；对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我们提供了办电预约上门服
务，真正兑现了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
的服务承诺。”

据了解，定陶供电公司还扩展服务前沿、压减报装流程、缩短接
电时长，拆除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对10个
营业厅展开“四不两直”常态检查，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
办结”等工作制度，及时准确回应客户问询。该公司还积极拓展“掌
上电力”APP、电E宝等线上办电服务渠道，实现交费、办电等用电
业务线上办理、“一网通办”，使广大客户能够了解多种交费渠道，
减少客户临柜次数，推动营商供用电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我们打破了专业间的壁垒，实行跨部门联合审查验收，一次性
验收通过率达到98%以上。”定陶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窦亚民介绍说。

定陶供电公司采取提前介入工作法，派员走访企业，详细询问了
解企业近期生产经营、用电负荷等情况，认真倾听客户对供电服务的
意见和建议，并根据企业生产用电情况和需求，为企业提供定制式供
电服务。

□李志勇 刘立利 张楠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这是我们井下在用的开关模型，它最大的优势就

是可以360度旋转，前后的接线方式一目了然……”日前，在“红色
创新园区”的“崔立军创新工作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对照实物向记
者介绍近期创新成果。

近年来，山能肥矿白庄煤矿按照分专业实施、分类级管理的原
则，整合创新资源，规划了8个创新工作室、30多个创客小组、100多
名会员的“创新大课堂”，并将党员、劳动模范、业务骨干吸纳其
中，依托“党员+项目”“党员+课题”连锁机制，搭建起了“人才
培养、业务培训、技术交流、信息共享”“一站式”智慧党建平台，
通过发挥党员模范引领带头作用，全面打造“红色创新园区”。

“这个视频机器人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如今，矿井地面压风机
房已经通过机器人巡检，实现了远程监控。”工作室负责人崔立军向
记者介绍。

“崔立军创新工作室比较擅长‘弱电’维修，寇春刚创新团队则
擅长于矿主、副井提升机等大型机电设备的检修，原来有些项目遇到
一些问题需要跨专业咨询，现在遇到问题，大家凑在一起、互通有
无。”山能肥矿白庄煤矿党委书记、矿长刘仲明说。

在“红色创新园区”推进过程中，该矿党委明确了“跟党创新”
的定位，把相对分散力量整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精准发力，先
后吸纳了谢海雷、崔立军、寇春刚和袁明旺等4个创新创效成绩突出
的党员创新工作室集中进驻，包括了弱电创新、机械加工、防治水、
主副井提升等关系矿井安全生产的关键专业，形成了“红色矩阵”效
应。今年以来，该矿“红色创新园区”累计完成创新成果200余项，
直接创效近亿元。

□通讯员 张行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自南翼全岩巷道掘进使用了‘多级掏槽’工艺以

后，两条巷道在月度掘进进尺中同时取得150米的骄人成绩，同比以
往人均工效提高了175%。”日前，山东能源临矿集团新驿煤矿党委委
员、副矿长薛峰在生产调度会上介绍说。

今年以来，临矿集团新驿煤矿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工程，以
“一提双优”为抓手，加快推进装备机械化、系统自动化升级工作，
加大全岩快速掘进技术攻关力度，推广应用快速掘进新工艺、新技
术、新装备，实现了安全高效掘进，为建设智能智慧化矿井激活了新
动能。

目前，该矿各项生产设备全面更新升级，在掘进作业中新装备的
“喷浆机械手”远程喷浆作业线、水仓自动清挖装置等装备已全部投
入使用，机械化程度达到了100%，单个掘进面减少岗位作业人员6
人，大大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

“我们通过装备的升级换代、劳动组织的变革、生产工艺的更
新，形成了全新的破、装、运、支‘高效一体化’全岩快掘进业线，
实现了生产系统和劳动组织的进一步优化，让减人不减量、降本不降
效成为可能。”新驿煤矿党委书记、矿长庄又军说。

□通讯员 郭利 朱来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4日，在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职工援助服

务中心的减压室内，职工刘腾飞正双拳飞舞，挥汗如雨，周围站满了
人，拍手叫好声连成一片。

“这里有橡胶人、拳击手套等配套设施，可以放心使用这些器
材，尽情释放心理压力、锻炼身体，真的很棒！”刘腾飞拆下拳击手
套说。

据介绍，王楼煤矿通过多次外出考察、调研，形成了职工援助服
务中心建设方案，经过近3个月紧锣密鼓的推进，终于在近日建成投
用。该中心集服务咨询室、身心放松室、情绪宣泄室、情感测试室、
感统体验室、云上咨询室、快乐聊吧、书画室、阅览室、棋牌室于一
体，形成了多元化服务格局。

“我们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运用心理教育方法和手段，及时了
解、掌握职工的心理动态，倾听职工心声，及时解决职工在工作、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努力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打造阳光
矿区、和谐家园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楼煤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邵长余说。

定陶供电拆“门”破“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山能肥矿白庄煤矿

“红色创新园区”创效近亿元

新驿煤矿改进工艺激活新动能

王楼煤矿

建成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任城供电推动18所学校率先实施清洁供暖

淄博供电众志成城勇战台风保供电

全局一盘棋 点亮每盏灯
——— 国网山东电力迎战台风“利奇马”纪实

8月11日，国网东营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抢修人员对城市数字化管理中心低压开关进行抢修。 □李恒发 张思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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