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 杨 辉 第451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12

□ 本报通讯员 范兴驰 魏志尚
本报记者 左丰岐

“无论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什么
样的影响，兖矿集团都坚定不移把全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应保障工作通知要
求，往实处抓，往深处落，统筹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煤炭供应
保障充足有序，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同
时，坚决完成全年营业收入3000亿元、利
润120亿元的任务目标。”近日，兖矿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希勇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斩钉截铁地回答。

疫情发生以来，兖矿集团认真贯彻
落实我省有关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保供
等部署要求，一手抓好疫情科学防控，
一手做好复工复产，全力以赴保障煤炭
供应。正月初三，省内八对矿井全部复
产，3 . 6万人从全国各地返回工作岗位，
成为全省最早复工复产的煤炭企业，有
效保障了电煤供应和各项应急保障任务
的完成。

各复工矿井在确保疫情有效管控的
同时，狠抓复工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大
对恢复生产头面、地面车间的安全检查
力度，确保安全确认一个，恢复生产一
个；严格落实管理人员24小时值班跟班
制度，强化现场管理和动态隐患排查，
确保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同
时，各生产单位狠抓机电设备检修、狠
抓生产正规循环、狠抓生产流程优化，
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组织生

产，为抗击疫情提供能源保证。
2月6日，接到菏泽高新区和成武县用

煤紧急求助信息后，兖矿集团赵楼煤矿快
速行动，克服重重困难，加班加点生产，

及时把燃煤发往菏泽民生热力和成武盛阳
热力，保证了两地4万余户10余万民众、
数百家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用暖。截至2月
11日，兖矿集团发运煤炭176万吨，236列

火车，中长期能源供应合同全部得到兑
现。

疫情就是命令，保供就是责任，民生
就是底线。李希勇说：“兖矿作为国有重
点企业，关键时刻必须迎难而上、担当作
为，既要保证安全生产，确保能源供应，
又要保证每一位职工生命健康，确保疫情
防控不出任何纰漏。”

自农历大年三十开始，兖矿集团层层
签订责任书、承诺书，坚持集团公司抓督
导，督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坚持二级
公司抓现场，盯好每一个环节的防疫和安
全生产；坚持三级公司抓运行、抓落地，
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工作格局。同时
坚持疫情防护知识宣传和社区“敲门行
动”双管齐下，采取网格化管理、运用大
数据进行地毯式排查，逐户了解常住人
口、外来人口、返乡人员健康状况；对疫
区返回人员全部进行隔离，每天体温检
测，对重点人员进行核酸检查。兖矿新里
程总医院购买负压救护车，建立负压病
房，改造临观病房，对重点人员接触的所
有人员逐一隔离检查。

化工企业节日期间坚持生产，在保证
原有产品生产的基础上，紧急调整生产
线，加大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力度。鲁南
化工公司加班加点生产75℃酒精，国宏公
司加班生产84消毒液。在满足自身消杀的
同时，无偿捐赠地方新冠疫情防控中心。

截至目前，兖矿集团全面完成中长期
合同阶段性任务，超额完成指定性临时计
划，未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感染患者。

□记 者 张 楠
通讯员 魏志尚 曹士刚 报道

本报枣庄讯 2月12日，随着内燃机车汽笛一声长鸣，
一列由新安煤业公司发出、满载3379吨煤炭的列车前往滕州
新源电厂。这是山东能源枣矿集团2月1日以来发出的第697
列电煤，对枣庄周边十里泉等3家电厂用户稳定库存和保障
日常用煤提供了有力支撑，做到了应供尽供、安全供应、足
额保供。

“关键时刻当有国企作为。要做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两手抓、两手硬，在特殊时期、困难时期彰显责任担当，以
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提供稳定能源供应。”枣矿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尊献强调。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枣矿集团坚持抓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科学统筹谋划，精心部署安
排，本部11对矿井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保证煤炭安全生
产。2月1日至12日，已累计生产煤炭30 . 8万吨，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保障经济民生需求注入了煤炭力量。

枣矿集团围绕“打好复工复产突围战”，各矿井坚持
“做好防疫、有运输保障、以销定产”三个标准，认真落
实恢复生产和疫情防控两个方案，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用好安全检查考核结果，严格兑现、刚性执
行、诚信履职。大力推进智能化生产，切实实现“无人则
安、少人则安”，持续从严管理，保障各项安全制度落实
落地。

2月初，华电集团十里泉电厂、新源电厂和华能集团临
沂电厂煤炭库存先后告急。为缓解各电厂燃“煤”之急，滨
湖煤矿和新煤公司于2月3日就相继复工复产，按照生产人员
最少配置原则，对采煤区队采用“一四一八”制作业方式，
严格执行井下“5788”定员标准，在保证安全和疫情防控措
施到位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同时，加强对煤炭外
运的统筹安排，精准做好煤炭装车、运输、换装、取送、解
编组织，抓好装运作业管理。自2月3日恢复采煤生产以来，
两矿井每日发运煤炭不少于1万吨，确保了用户急需。

“我们着力推动疫情防控在‘落实、落细、落小’上下
功夫，把牢疫情防控关口，在安全责任上加码，在现场管控
上加码，在隐患排查上加码，坚定不移抓实特殊时期的安全
生产。”枣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立才表示。

针对返岗人数日益增多、信息登记复杂、防疫压力大等
难题，枣矿集团积极采取举措，打好防疫复产“组合拳”。
实施返岗人员流动信息登记、区域网格化封闭、食堂分散就
餐、出入严格审批制度等系列“硬核”措施。在枣矿调度中
心大屏上可以看到，准备入井的职工都整齐佩戴口罩、相互
间隔1米以上，进行体温检测后有序进入罐笼入井到达工作
岗位。

“坚决保证电厂煤炭供应。”远在内蒙古的金正泰公司
担负着呼和浩特市电厂供煤任务。面对电厂煤炭库存告急的
实际，金正泰公司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于
2月7日顺利复产。他们边加强疫情防控，边开足马力生产，
复产5天已发运煤炭32724吨。

全力以赴防控疫情，有序开展生产经营，尽责尽力生产
保供。“要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大责任，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以赴维护职工群众身体健康和企业
发展稳定局面。”杨尊献坚定地说。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张浩芳 魏志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当前，全省电力行业在确保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大力推行“网上办、掌上
办、指尖办”等“不见面办电”服务，畅
通报装接电“绿色通道”，护航疫情防控
项目“获得电力”便捷高效。同时，推出
“十项举措”全力保障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共
渡难关。

据了解，全省进一步加大“网上国
网”等线上办电服务力度，通过短信、微
信、微博、抖音、广播等方式，宣讲线上
办电；通过“网上国网”APP、“95598”

电话（网站）、“国网山东电力”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为用户提供交费、办电、故
障报修等7×24小时在线服务，推行电子发
票在线打印、增值税发票免费寄递等服
务；用户线上申请用电业务后，1个工作日
内受理，可申请预约，用电服务更加便
捷。截至目前，全省电网企业共受理线上
办电申请65718件；线上交费2640 . 75万笔，
线上缴费比例85 . 87%，“一次都不跑”成为
用电常态。

同时，积极为企业复工复产畅通用电
报装“绿色通道”，护航重点行业、项目
便捷高效接电用电。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类新办企业、需扩大产能企业的用电需
求，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

务，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实行“先实施、后
审批”，倒排工期抢进度，确保“接到需
求开工、早于需求竣工”；对普通高、低
压用户，线上答复供电方案，严格执行报
装业务办理限时制，电网环节办理时限分
别压减在11个、3个工作日以内。疫情防控
以来，全省紧急完成了12个重点防疫企业、
医疗场所等项目的送电任务。

本着“能快则快、能简则简”的原
则 ， 全 力 服 务 用 户 线 上 办 电 ， 通 过 电
话 、 微 信 等 方式， 提 供 “ 不见面 ” 服
务。威海市仅用2天，就完成密切接触者
隔离观察区200千伏安工程的建设送电任
务；临沂市用5天时间，完成疫情防控医
院接电，创该同类项目接电新速度；泰

安市抢战10小时完成定点救治医院应急电
源建设；菏泽供电公司为郓城县“火神
山”6小时通电。

当前，我省正全力保障中小企业复
工复产用电需求，中小企业用户“欠费
不停电”。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
开工、复工的企业，减容（恢复）、暂
停（恢复）、续停以及基本电费计费方式
变更业务，实行“当日受理、次日办结”
“先办理、后补材料”，不受“基本电费
计收方式选定后3个月内保持不变”“暂停
用电不得小于15天”等限制，帮助企业用户
最大化节约电费成本。对因疫情防控需要
新增电源的医疗场所用电，免收高可靠性
供电费。

□ 本报通讯员 赵楠楠 陈永
魏志尚

本报记者 张思凯

2月7日，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室外最低
温度达零下2℃，桑村镇湖畔名邸佳苑小区
任其英家里却暖意融融。“我们小区采用
地源热泵集中供暖，现在室内温度达到23℃
左右。”任其英说。

湖畔名邸佳苑，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
可居住1220户，是集休闲、娱乐、商业、居
住为一体的生态智能小区，该小区采用国
家推广的地源热泵实行集中供暖，户户安
装中央空调供送冷暖风，可保持室内24小时
恒温。

此项目采用的地源热泵是目前空调系
统中能效比（COP值）最高的制冷、制热方
式，地源热泵机组可利用的水体温度冬季
为12℃-22℃，水体温度比环境空气温度
高，热泵循环的蒸发温度提高，能效比也

提高。而夏季水体温度为18℃-35℃，水体
温度比环境空气温度低，制冷的冷凝温度
降低，使得冷却效果好于风冷式和冷却塔
式，从而提高机组运行效率。地源热泵消耗1
千瓦时的电量，用户可以得到4 . 3-5 . 0千瓦时
的热量或5 . 4-6 . 2千瓦时的冷量。与空气源热
泵相比，其运行效率要高出20%-60%，运行
费用仅为普通中央空调的40%-60%。

这种地源热泵机组供热时省去了燃
煤、燃气、燃油等锅炉房系统，无燃烧过
程，避免了排烟、排污等污染；供冷时省
去了冷却水塔，避免了冷却塔的噪音、霉
菌污染及水耗。地源热泵机组对环境非常
友好，是理想的绿色环保产品，湖畔名邸
佳苑一个采暖季可利用地热能15556 . 77吉
焦。

近年来，桑村镇高度重视绿色能源开
发利用，结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开
发利用绿色能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在建设农村高效清洁能源体系上，大力发

展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着力提
高农村生活用能清洁能源比重，被列入首
批山东省绿色能源示范村镇。

桑村镇注重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减少生活能源对薪柴的依赖，巩固和保护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成果，
基本消除农作物秸秆焚烧污染，对畜禽养
殖粪便进行清洁处理并合理利用，能源作
物种植利用边际性土地，不破坏生态环
境。

注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是桑村
镇绿色能源发展的另一特点。大力发展农
林废弃生物质能源利用、畜禽养殖场沼气
工程，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展能源作物，
培育农村绿色能源产业，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

位于桑村机械工业园正在建设的枣庄
鑫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总投资3 . 15亿元，
采用1台30兆瓦高温高压抽汽凝汽式汽轮发
电机组，配1台130蒸吨高温高压水冷振动炉

排、生物质燃料自然循环汽包锅炉为桑村
镇及周边城区提供电力、蒸汽。项目建成
后，可安置劳动人员120人，年耗秸秆量
31 . 98万吨，年发电量2 . 2亿千瓦时，供热130万
吉焦。项目充分利用当地及周边地区生物
质，减少当地的秸秆焚烧现象，大大改善当
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优化当地的电源结构，
提高当地的供电水平，对当地循环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同样在桑村机械工业园，投资6 . 23亿
元的龙泰友和建材项目，主要建设两条4万
吨绝热隔音新材料生产线。项目产品拥有
国家行业标准和发明专利，2019年入选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企业十分注重
节能降耗，采用德国先进设备，实现了废
气循环利用，一条生产线仅使用燃气10万
立方米，比传统生产线节能90%。同时，
每使用1吨产品，节约热能相当于200吨标
准煤产生的热能，比传统耐火材料提升热
能30%，节能效果显著。

□通讯员 缪久田 田尉钧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6日，我省印发《关于
协调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促进全省分布式
光伏发电、分散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科学有序发展。

协调推进本地平衡、就地消纳的分布
式新能源发电项目建设，对于节约土地资
源、提高新能源利用效率、替代和减少化
石能源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省
积极支持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在风电领

域，印发分散式风电项目实施方案，指导
各地因地制宜编制规划，科学有序推动分
散式风电发展；在光伏领域，分布式光伏
已占到全部光伏发电装机的58%，特别是户
用光伏发展迅速，2019年全省新增户用光伏
171 . 78万千瓦，占全年增量的75%，取得明
显成效。

此 次 ， 印 发 《 通知》是扎实推 进
“问政山东”有关问题整改落实，切实
优化服务，提升分布式新能源项目规范
化管理水平，积极服务企业和群众的重
要举措。

《通知》提出，进一步优化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工作。各市能源主管部
门要与当地电网企业建立及时高效沟通协
调机制，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做好服务

保 障 。 本 着简化 程 序 、 提 高 效 率 的 原
则，明确项目申报材料、办理程序和承
诺时限，及时受理项目确认申请，认真
核实各 项 建 设 条件， 按时反 馈 有 关 信
息，提高群众和企业满意度。电网企业
要加强流程再造，制订优化分布式电源
并网服务的相关意见，进一步简化并网
手续，为项目单位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接网服务。

《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分散式风
电发展。分散式风电规划应与国土空间、
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电网建设等专
项规划有效衔接，并做好与当地“十四
五”新能源规划的统筹，不得随意扩大建
设规模。规划应当明确项目布点位置、建
设规模、建设时序，确保规划项目可落地

实施。同时，对于个人或企业投资建设小
容量且以1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的
分散式风电项目，电网企业应简化项目并
网申请程序，优先做好并网方案制订和咨
询服务。

《通知》要求，各级能源主管部门和
电网企业要重视分布式新能源的开发利
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技术要求做好项
目开发与建设管理工作。鼓励分散式风
电、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与天然气、生物
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综合开发，提高
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同时，要求高
度重视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与周边人居
环境、自然景观的协调，做好调查评估，
防止对居民生活、企业生产及鸟类迁徙等
方面造成影响。

应供尽供 足额保供

枣矿集团开足马力生产

保供战“疫”

□通讯员 魏志尚 柏凯
记 者 张 楠 报道

本报新泰讯 “6203工作面设备已进行安全确认，一切
正常，可以开机。”“收到，6203工作面准备开机。”近
日，在山东能源新矿集团良庄矿业地面智能集控中心，随
着工作人员按下采煤机启动按钮，井下采煤机稳步前行。
这一幕标志着该公司沿袭63年的半机械化、机械化煤炭开采
技术开始换挡加速，进入智能化综合开采新模式，让这个
已过花甲之年的老矿展现出青春新“颜值”。

随着智慧化矿山建设逐步推进，该公司在6203智能化工
作面的建设过程中，坚持“用心+狂想+论证”的工作思
路，通过解决网络系统、电液控系统、监控系统和自动化
控制系统中的难题，实现了采煤机记忆截割采煤、液压支
架自动跟机移架、推溜和设备联动闭锁控制等。工作面投
入使用后，在地面调度指挥中心操作，通过“一键启
动”，数百米井下综采设备按设计程序运转，生产场景尽
收眼底，不仅实现了安全高效开采，也将工人从一线采煤
工作面彻底解放到安全的操控中心工作。

“原来的时候，一个工作面运转需要十几人，现在煤
机记忆截割、成组移架推溜、泵站自动运行、输送机一键
式集控，只需要3人，进一步推动了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
人、智慧化无人步伐。”该公司副经理赵志强说。

智慧化系统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工作面的安全系
数。在该公司调度指挥中心，透过LED高清显示屏，采煤机
运转时井下煤机倾角、瓦斯浓度、支架压力的数据通过传
感器在屏幕实时传输，直观的显示出细微变化，确保工作
面时时刻刻安全稳定。

在智能化开采、安全化开采的过程中，同步提升了矿
井经济效益。自智能化工作面投入使用以来，采煤机平均
速度提高了20%，智能化工作面开采事故率为0，同比非智
能化工作面减小事故时间8 . 5时/月，预计多采煤700余吨，
产生经济效益近60万余元。

在推进矿井智慧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克服矿老井深、
安全管理难度大的问题，紧抓安全创新应用，又是一个需
要尽快解决的难题。该公司在强化现场管理的基础上，创
新实施“价值隐患收购”制度，每天由安监处对“下井检查汇
报表”中的隐患进行逐一筛选，并依照价值标准进行“收购”，
通过“价值隐患收购”，使隐患排查数量环比提升了10 . 6%，隐
患整改率达到98 . 7%，有效保证矿井的安全生产。

建成一个智能化工作面并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老矿
需要创新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智慧化矿山建设需要创新
工作的“全面开花”。为此，该公司要求各个专业都要立
足自身实际，找准专业特点和企业发展的结合点，找准先
进知识和生产实际的切入点，有选择、有目标、有重点地
开展创新工作，筛选创新价值项目，激励全员参与解决制
约生产的问题。作为一座老矿持续稳定发展，尤其需要强
大的资源保证。为此，该公司围绕“找煤扩量”目标的实
现，由公司技术部制订了“挂图研判”讨论制度，把每月
的10号作为集中探讨日。讨论主题主要针对矿井开采块段复
杂，掘进工程量大，储量少，造成接续紧张的现象，进行
分析研判，确保矿井生产接续稳步提升。2019年度，该公司
累计完成小改小革和管理创新191项，奖励16 . 2万元，创造
经济效益1400余万元。

下一步，良庄矿业将根据工作面的地质条件和回采工
艺，对采煤机智能化功能进一步调试完善，不断优化改进
和升级，使智能化操作系统具备更大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加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

老矿的新“颜值”
——— 良庄矿业智慧化矿山建设成效显著

规范化管理 有序化发展

我省协调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电项目

兖矿科学防控疫情有序复工复产
中长期能源供应合同全部兑现

推行“不见面办电”服务 畅通报装接电“绿色通道”

全力以赴提速接电保企业复工复产

■山东省首批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巡礼之四

桑村镇：新能源引领镇域经济新发展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兖矿集团东滩煤矿一线职工下井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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