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缪久田 李凯 杜建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
源，持续增加天然气资源供应，提高天然气在一
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我省稳步推进能源消
费革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
源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面对“富煤贫油
少气”的资源禀赋和天然气需求大幅增长的实
际，近年来我省积极作为、多措并举，持续加大
外部气源引进力度，已形成以省外调入和国外
进口为主，自产气、海气为辅的多气源、多类型、
多方向供应格局，为加快推进全省能源结构调
整优化步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当前气从哪入鲁？

得益于胜利油田开发建设，我省较早用上
了油田伴生气。几十年来，全省天然气供应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一股气”
“一根管”发展到目前“八方来气”“一张大
网”，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省所有县区的天然气
供应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提
供了坚实能源保障。

——— 始于自产自用。2000年以前，全省天
然气主要是来自胜利油田的伴生气和来自中原
油田的气田气，通过区域管道供给油田周边地
区。

——— 扩大省外调入。2002年，天津大港油
田气通过沧淄管道输至鲁北地区，我省首次实
现天然气省外调入。自2006年起，内蒙古大牛
地气田天然气、陕西长庆气田天然气通过国家
输气网络的支线逐步增加对鲁供应量，丰富了
入鲁供气格局。

——— 增加国产海气。渤海气田海气2004年
在龙口登陆，主要供应烟威地区。至此，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油气公司通过不同
方式，均实现了对鲁供气。

——— 补充陆上进口气。2009年，来自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
家的进口气对我国供气。2012年，该气源通过
西气东输管道西二线平泰支干线输送至我省。

这是当时最远的天然气来源，可谓“不远万里
来到山东”。

——— 壮大进口LNG。随着用气需求大幅增
长，陆上供鲁资源增量略显不足，我省将资源引
入瞄准了海外。2014年底，山东第一座LNG接收
站——— 青岛LNG接收站在董家口港投产；2015
年，该站通过配套外输管道、LNG槽车等方式
实现了进口LNG对省内的供应。目前我省进口
LNG已占据全省天然气供给量的一半左右。

未来气从何处来？

随着国家“抓住中间、放开两头”油气体
制改革逐步深入，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
快推进，我省规划充分利用区位和沿海港口优
势，持续优化天然气供应格局，努力达到渠道
多元化、供给规模化。

——— 俄气新入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
程全长8000公里，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自黑
龙江省黑河市入境，经山东等省后止于上海。按
照中俄两国政府签署的《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
项目备忘录》，预计30年内每年可供应我国天然
气380亿立方米，惠及9省4亿多人口。

——— 海气再入鲁。2019年初，中海油在位
于渤海海域中凹陷的渤中19-6气田，测试获得
优质高产油气流，预计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
过1000亿立方米。该项目的勘探开发将进一步
缓解我国天然气消费集中在中东部而产地集中
在西部的矛盾。该气田海气已确定未来在山东
北部登陆。

——— 海外气多元入鲁。按照规划，“十四五”
期间，青岛LNG接收站扩建工程，龙口南山、烟
台港西港区、龙口港LNG接收站将相继投产，
预计全省LNG接卸能力将达到每年2500万吨。

在加快接收站建设的同时，我省积极推动海外
LNG资源引进工作，坚持进口国别多元化和合
作模式多样化，实行长约和现货两手抓，丰富供
应渠道。初步预计，我省沿海LNG接收站可将
亚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丰富的天然气资
源引进我国，每年供给量可达350亿立方米，相
当于全省2018年用气量的2倍多，将成为供应山
东乃至周边各省的“主力军”。

当前，随着全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落地和清洁
取暖“煤改气”等加速推进，天然气消费需求持
续快速增长。我省围绕“发展绿色能源，助力动
能转换”核心任务，把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
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把“气化山东”作为一项长
期重点工作，科学布局、有序发展，利用丰富的
海岸线资源和港口优势，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
LNG资源进口基地和天然气储备基地。

□ 本报通讯员 赵楠楠 李蓓
本 报 记 者 张思凯

即将过去的这个冬季，来泗水县高峪镇便
民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群众，最先感受到的就
是温暖。由于生物质采暖设备的使用，服务中
心冬季取暖问题得到了解决，群众在温暖中等
候和办理业务，暖了身也暖了心。

据悉，本着“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原
则，高峪镇共计投资17万元，采购了太阳能板
50个及生物质采暖炉设备1套，在服务大厅内
安装暖气22组，保证室内温度保持在18℃以
上，使得700平方米的服务大厅温暖如春。

为了实现节能环保，高峪镇抛弃了传统的
锅炉房，采取“太阳能+生物质采暖炉”的供
暖模式，使用生物质颗粒作为燃料。尽管前期
投入较大，但生物质颗粒具有控制碳排放、发

展循环和可持续利用等优势，配合太阳能板的
使用，能够极大地节约成本，使得供暖更干
净、方便，实现了环保经济双重效益。

正是看到了生物质采暖设备的显著优势，
采暖季到来前，高峪镇还对5个行政村进行了
生物质炉具入户及取暖示范点建设——— 在土门
村的一户村民家中，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室
内的温暖与室外的严寒形成强烈对比。

近年来，高峪镇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自主经营”原则，不断探索绿色能源
资源开发利用，立足镇域资源条件，重点开发
了秸秆成型燃料、太阳能等再生资源，保护了
青山绿水，努力实现“居家用能清洁化、庭院
经济高效化、农业生产无害化、生活习惯文明
化”。通过招商吸引济宁永阳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在镇双创园落地，利用废弃木料生产生物
质颗粒燃料，年生产量可达2万吨。在尹家楼

村创建泗水县元正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生产生
物质燃料块，并在全镇设立两个加工点，年秸
秆收储加工能力可达15000吨。通过对当地资
源进行循环利用，既为本地区增加了经济效益，
也方便了燃料采买，从生产和运输上极大地节
约了成本。

为进一步建设生态强镇，高峪镇借助
4MW生物质分布式热点联产县和清洁供热示
范县项目建设契机，积极与中环国投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着力打造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示范
基地和生物质能（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投资3000万元建设4MW生物质热解气化热电
联产项目，投资1 . 2亿元建设3个4MW生物质分
布式热电联产项目，总装机容量不低于
12MW；投资1亿元建设中环国投华东生物质
能（环保）装备生产研发基地，主要用于生物
质热解气化炉、VPSA制氧设备、燃气净化设

备配套及污泥治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等其他
环保设备加工制造，构建起生物质能清洁利用
全产业链。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消耗农林废物
垃圾3 . 6万吨，年供电3090万千瓦时，年产余
热蒸汽3 . 6万吨，同时可解决乡镇一级集中供
暖，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目前，
已经完成分布式热电联产项目总设计和秸秆榨
汁浓缩糖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正在进行设备安
装。

谈及今年的规划，高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镇将持续构建生物质燃料“收储-加
工-机械制造-供热”全产业链，实现全镇生
物质能源取暖率达到90%以上，充分发挥省级
“绿色能源示范村镇”示范带动作用，形成集
节能、环保、循环一体化的产业基地，并通过
开发利用绿色能源等清洁能源资源，推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镇域经济发展。

□ 本报通讯员 张秀红 魏志尚
本 报 记 者 张 楠

“把发展氢能产业作为推动潍坊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建设的引领工程，力争用3年时
间把潍坊打造成全国氢能综合利用和燃料电池
产业化高地。”去年底，潍坊市出台“2019-
2021氢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抢抓氢能
产业发展机遇，推动潍坊在氢能领域取得更大
突破。

《计划》提出，产业发展与当地资源相结
合，科学规划建立氢能供给体系，统筹推动工
业副产氢纯化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并举的低
碳、低成本氢能制取模式，通过燃料电池汽车
试点示范加速氢能产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进
程，根据氢能分布区域合理规划布局加氢基础
设施，在富氢资源丰富区域率先布局，就近示
范推广，打造出氢能产业发展的潍坊模式；城
市规划与绿色环保相结合，以打造“绿色动

力、氢能城市”为目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集中优势资源，以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好的氢
燃料电池项目建设为突破口，谋划氢能产业长
远发展长效机制，提升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
动燃料电池产业迅速发展壮大；示范推广与产
业带动相结合，发挥好财政性资金的拉动作用
和杠杆效应，选取部分意愿强、基础好、氢气
资源丰富的县市区先行试点，做好燃料电池车
辆示范推广，同时深化科技、金融与产业协
同，提升发展层次，形成融合优势，提高企业
投资积极性，迅速形成产业规模；自主创新与
开放合作相结合，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氢能及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加快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打造全球
知名品牌，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层次开

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探索合作新模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潍坊市氢能产业已初具

规模。潍柴集团、联盟化工、富源增压器、奥
扬科技等企业致力于氢能产业发展，已初步建
成配套能力较强的氢能产业发展链条。其中，
潍柴集团在潍坊推广30辆氢燃料电池城市公交
车，建成山东首座具备35MPa及70MPa加注能
力的1000kg级加氢站并投入运营，2020年上半
年将再推广100台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目前已
完成招标工作，这也是迄今为止我省最大规模
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招采项目，5000台燃料电
池发动机中试线已建成，新建万套级生产线
202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此外，潍坊氢气制备
资源丰富，已建立起了以石油化工、煤化工、
盐化工三大系列为主体，盐化工、石油化工、

精细化工、新材料化工和生物化工五大板块相
互配套的产业体系。通过工业副产氢纯化、电
网调峰电解水制氢、可再生能源制氢等途径年
产氢气70万吨，可以支撑10万台以上氢燃料电
池商用车规模化运行，可节约燃油200万吨/
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640万吨/年。

《计划》提出，要开展氢能基础设施、燃
料电池汽车研发与测试服务平台等共性设施建
设，突破燃料电池电堆、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
件等关键技术。打造包含关键零部件、电堆、
系统集成、测试认证服务、整车开发等环节的
产业集群，聚集超过20家燃料电池汽车相关企
业，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创新中心1
个、新能源测试中心1个，氢能与燃料电池汽
车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50亿元。

□通讯员 张洋 魏志尚 记者 张楠 报道
本报沂南讯 截至去年底，沂南县光伏扶贫电

站累计发电量12258万度，实现收益10643万元，扣
除相关费用后，共计发放收益5417万元。目前，全
县135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退出，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已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沂南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 . 3万户、9 . 1万
人，是全省20个扶贫任务比较重的县（区）之一。
脱贫攻坚以来，该县结合当地日照资源充足、荒山
荒滩多的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光伏扶贫，为促进贫
困户持续稳定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产业支
撑。

按照“统筹实施、建管结合、精准帮扶、整村
提升”的工作思路，由政府统筹集中安装、管护光
伏扶贫电站，对电站收益实行“县级统筹、民主分
配、合理设岗、动态管理”分配机制，光伏扶贫成为全
县脱贫攻坚工作亮点。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光伏扶
贫电站252个，总装机容量44 . 9兆瓦，涉及全县573个
行政村，实现了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覆盖。光伏扶
贫电站5417万元的收益中，1470 . 58万元用于村集体
增收，3946 . 42万元用于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 . 2
万户、3 . 4万人增收脱贫，户均增收1793 . 83元。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原则，在建站模
式上，对具备光伏安装接入条件的村，利用村委会
和公共场所屋顶、院落，建设单村电站；不具备安
装接入条件的村，以乡镇为单位，多个村庄联合，
选择适宜安装和电网接入的荒山、荒滩等未利用
地，集中建设容量不等的联村电站。在运行维护
上，由县富农光伏公司统一管理，运维费用根据光
伏电站发电量的多少，按照0 . 06元/度从发电收入
中计提。在风险防控上，统一为光伏电站购买了财
产保险，在发生因自然灾害、人为损害等原因导致
光伏扶贫电站部分或全部损毁时，由保险公司根据
损毁的比例按照投保时光伏电站价值全额赔付。

为确保收益精准发放到户，实行“四步工作
法”：第一步，分析研判。村里召开由村两委、扶
贫理事会成员参加的分析研判会，甄别出需光伏收
益带动的无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贫困户，并讨论
适合弱劳动能力贫困户从事的公益岗位。第二步，
民主评议。村级召开由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村
民代表、扶贫理事会成员、弱劳动能力贫困户参加
的民主评议会，讨论光伏收益带动贫困户增收方
案。第三步，乡镇审核。乡镇扶贫办对村级上报的
光伏收益带动贫困户增收方案进行审核。第四步，
发放收益。根据贫困户公益岗位工作情况，由镇经
管站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为确保光伏收益“真扶贫、扶真贫”，沂南县
对受益贫困户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完善的贫困户纳
入、退出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村里贫困户变化情况
和光伏收益数额，每季度对受益对象及受益额度及
时、灵活作出调整，将符合光伏收益帮扶条件的及
时纳入，不符合光伏收益帮扶条件的及时退出。

□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郭强 魏志尚 陈增科

作为我省最大规模矿井，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新
巨龙公司积极探索“同步式搬迁、生态化复垦、产
业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形成了采煤塌陷治理、压
煤村庄搬迁、矿井生产接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利益共同体，实现了“洼地变园区、农民变农工、
乡村变城镇”多方共赢。

同步式搬迁改善生活形态

实施压煤搬迁是进行塌陷区治理的先决条件，
开展塌陷区治理是影响压煤搬迁的重要因素。新巨
龙公司在矿井建设之初，就将压煤村庄搬迁工作纳
入矿井建设和发展的重点工作进行统筹考虑，根据
矿井开拓计划制订了系统的压煤村庄搬迁中长期规
划，探寻超前搬迁、和谐搬迁、依法搬迁的路径，
形成了“地矿统筹、政府主导、企业出资、社会参
与”的运作机制。

自2009年以来，先后投入22 . 5亿元用于15个压
煤村庄搬迁和6个新型社区建设，完成22700余人搬
迁安置工作，解放资源储量1 . 61亿吨。在龙固、太
平建成了5个大型标准化安置社区，配套建设社会
行政服务中心、学校、医疗、超市等基础设施，农
民变市民，平房变楼房，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实现
地方、企业和农民多方共赢。

生态化复垦改良生态环境

新巨龙公司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等高校院所，编制了塌陷区治理规划以及相关实施
措施和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原则，
探索实践“土地动态复垦模式”，最大限度保护了
耕地，修复改善了生态环境。

同时，注重将塌陷区治理与农业、生态旅游业
紧密结合，“既注重浅处变耕地，也强调深处变湿
地”，逐步建成了从水藻、芦苇苗到芦苇荡，从小
鱼、小虾到几十种生物繁衍的生态湿地公园。2015
年通过省级湿地公园评审，每年可吸引天鹅、灰
鹤、白鹭、灰鹭等几十个品种、数十万只鸟类聚
居，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更使治理区变成
了当地景观和全国的绿色开采典范，解决了地方政
府和村民对煤炭开采、塌陷区治理和村庄搬迁的思
想顾虑。

产业化开发创新治理模式

新巨龙公司坚持“开采、复垦、开发”三同
步，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整合开发耕
地、湿地、淡水、地热、生物质五大资源，初步打
造成绿色农业、园林苗圃、油料牡丹、观光旅游、
淡水养殖、地热利用、循环农业、畜牧养殖八大产
业集群，推进农、林、牧、渔、游等多元产业开
发，把塌陷区建成集生态湿地公园、高效种植养殖
为一体的综合经济园区。

同时，创新运营模式，实现劳动力就地转化。
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经营开发权，每年向村民发
放土地租金作为补偿，极大地提高了当地村民搬迁
意愿；聘用搬迁村民为产业工人，直接创造就业岗
位1200个，累计发放劳务费6000余万元，实现了500
余户村民脱贫致富。

此外，引领农民转变农业生产模式。通过先进
生产技术推广示范，带动了5000户周边村民发展设
施农业、种植绿色蔬菜、发展畜牧养殖，提升了地
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潍坊出台氢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山东省首批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巡礼之二

高峪镇：生物质供暖护佑青山绿水

挂图作“战” 蓄足底“气”

我省积极引进气源推动供气多元化
光伏产业助沂南脱贫攻坚

新巨龙公司打造

采煤塌陷地治理新模式

□通讯员 魏志尚 张震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郓城讯 “3358号工作人员位于68号
架，正向113 . 25米。”“实测精确度达到30厘
米！”……

近日，人员精确定位系统进驻兖矿集团赵
楼煤矿。在该系统测试现场，这一煤矿信息化
“黑科技”向现场观摩人员施展了令人惊叹的
精确“定位术”。

井下人员定位系统是安全避险六大系统之
一，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当作业人员被困井下
时，能够通过该系统查找到被困人员所在位置
进行准确救援。原有煤矿人员定位系统普遍采
用射频识别技术，定位范围在30米-300米不

等，定位精度偏低，信号抗干扰能力较弱，稳
定性难以保证。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省作出
关于加快全省煤矿人员精确定位系统建设的部
署，并要求冲击地压矿井先行建设。赵楼煤矿
作为兖矿集团试点单位，迅速启动该系统建
设，从方案制订到设备安装，再到最终调试成
功，仅用一个月时间。

据悉，该套系统基于UWB技术实现人员
定位，整套系统由22台定位分站、44个定位天
线、22个Wi-Fi通讯模块以及地面总控系统构
成，定位信号覆盖7301、7302等采掘工作面和
评价为中等及以上冲击危险的巷道，信号覆盖
位置定位精确度达到30厘米。所有系统装配硬

件均选用防火、抗腐蚀材质，保证标示卡、读
卡器等精密元件适应千米井下高温、高湿等复
杂环境。

该系统同时支持多系统融合，目前已与赵
楼煤矿现有的安全监控、语音广播、无线通信
等系统融合联动。当采掘工作面出现气体超
限、人员超限或其它紧急情况时，系统自动启
动联动模式，作业人员的标识卡警示灯会根据
实际情况以不同方式闪烁，并由语音广播发出
报警。该系统还具有双向呼叫功能，作业人员
可向地面监控主机发送求救信号。

精准定位、精准报警、精准求救，所有信
息数据的发出和接收都来自于人员精确定位系
统地面控制中心。在该中心记者看到，输入井

下任一指定人员姓名或ID号，屏幕上即可显示
出当前时刻和指定时刻人员所处位置，并能够
通过GIS平台，以三维影像演示人员动态运行
轨迹，确保井下作业人员安全信息处在可视、
可控、可追溯状态。

“人员精确定位系统的正式启用，实现了
生产系统智能调度、应急处置快速响应、重大
灾害超前预警，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强有力
的‘智慧’支撑。”该矿矿长李伟清说。据了
解，人员精确定位系统是赵楼煤矿近半年来继
建成7301、7302采掘智能化工作面后，最新上
线的“硬核”科技，标志着该矿在建设安全、
绿色、智能、高效“四型矿井”中走在了山东
煤炭行业前列。

精准定位 精准报警 精准求救

“硬核”定位系统进驻兖矿集团赵楼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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