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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华 张思凯

5月28日，国网梁山县供电公司员工在
110千伏大路口变电站，将新开关柜搬运到
还在建设的户内开关室内。目前，该公司正
加快35千伏大路口变电站整体改造，进一步
提高站内设备运行状况和安全运行水平，确
保夏季用电高峰期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企业、居民生活用电负荷大幅增长，
该供电区原有的35千伏大路口变电站因建设
时间长、设备缺陷多、可靠性低，已无法满
足电网运维和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尤其在
迎峰度夏高温高负荷期间，可能出现因为变

电站不堪重负而影响电网安全可靠供电的情
况，变电站整体改造迫在眉睫。

对此，梁山县供电公司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对35千伏大路口变电站整体改造，安装2
台20兆伏安变压器，35千伏出线2回，单母
线分段接线；10千伏出线16回，单母线分段
接线。同时，拆除原有户外敞开式35千伏配
电装置，改为户内开关柜。

为确保顺利完成变电站升级改造任务，
梁山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现场勘察，根据变
电站内带电设备多、危险点多等情况，制订
科学周密改造方案，合理编制改造计划，秉
承“严细实”的工作态度，对工作中所存在
的危险点以及相关设备隐患进行全面分析，

核实现场安全技术措施，切实提高改造工作
质量，为变电站改造工程做足充分准备。

在施工过程中，该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压实防疫责任，保障施工人员
身体健康。项目管理人员严抓安全管控，深
化应用安全管控平台和关键风险点App，全
过程、全方位监管现场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
措施落实情况，及时纠正提醒不规范现象，
保证施工安全。强化规程制度的执行，严格
执行“十不干”“六到位一规范”等现场安全管
控标准，严格履行到岗到位职责，落实各项安
全制度和安全措施，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该公司建立“党员安全责任区”和“党员
安全示范岗”，党员在工程建设中率先垂范，

亮党员身份、作安全表率，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勇挑重担、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积极带动和影响身边的员工遵守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形成“人人关心安全、处
处注意安全、共同维护安全”的良好局面，确
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变电站改造任务。

由于改造工期紧、任务重，现场所有人
员主动放弃节假日及周末休息时间，并通过
增加人员力量、优化施工方案、多作业面同
时开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
度，保证工程按期优质完工。改造工程完工
后，将满足供电区电网新增负荷电力需求，
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地方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电力保障。

□ 张彩艳 张思凯

“这部分区域是输电线路保护区，杆塔上有警示标识，
不能在保护区内进行起吊作业……”5月18日，在35千伏城
南甲线12号杆附近，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输电运维人
员在蹲守线路保电时，发现有吊车司机违规作业，立即上前制
止，并现场督导整改，避免了外力破坏电力设施事故的发生。

春夏之交正是人们野外踏青游玩、各类野外作业的高峰
期，也是电网遭受外力破坏的多发期。突发事件造成的外力
破坏严重影响着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尤其是线路两次巡视
间隔期间出现的通道内的施工作业，是造成突发外力破坏事
件的主要原因。

在35千伏城南甲线蹲守现场，输电运检班员工韩乃飞介
绍说：“5月份以来，35千伏城南甲线和220千伏即墨变电站
等附近均有大型车辆频繁施工作业。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巡视
力度，开展特巡、夜巡工作，严防外破隐患。”

据了解，该公司对所有重点区域输电线路进行现场蹲
守，每天从7时30分至18时30分，在每个隐患点安排一车两
人，对施工作业车辆进行严密盯防监护。同时，加大电力设
施保护宣传力度，提高沿线群众的护电意识，对吊车、挖掘
机、塔吊司机规范化操作加强安全教育，有效遏制了外力破
坏电力线路。

复工复产以来，即墨区基础设施和企业建设都在提速，
施工项目增多，防外破压力增大。针对这一现状，该公司构
建起协同监督和动态管控机制，进一步细化输电线路防护保
障措施，加强沟通协作，采取缩短巡视周期、施工现场不间
断蹲守等有效措施，积极做好安全防范。

本着“早发现、早介入、早落实”的原则，该公司主动
出击，强化源头管理，与道路交通、市政管理等单位沟通，
掌握施工动态，加强与施工方协作，对供电所设施附近的固
定施工作业点实行协同监督、定点蹲守，对施工方案、技术
措施等严格把关，对挖掘机、吊车等工程车辆司机开展安全
教育，实行施工作业全过程管控，严防吊车碰线、挖断电缆
及违章施工导致电力设备损坏事件发生。针对一些流动性作
业频度高的区域，组织6个防外破巡视小组，定点、定人、
定责，加大配电设施巡视力度，及时发现和制止线下违章施
工、违规开挖等行为，通过动态管控规避外力破坏电力设施
风险，为电网安全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 本 报 记 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郭思思

“我们公司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是山东省内最早拥有地质灾害治
理勘查、设计、施工和地灾危险性评估‘四
甲’资质的单位之一。公司首任董事长朱友
强一手开创了地质环境治理修复事业，还为
公司培养储备了一批优秀专业人才。当年跟
随朱总创业、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姜晓飞编写
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施工手册》，
是国内较早正式出版的行业规范之一。”日
前，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执行董事高焕毅介绍。

该集团着力加快地质环境（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和工程应用研
究，不仅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也找回了更多失去的绿水青山，成为践行
“两山理论”的探路者和前行者。

全力抢占科技进步制高点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
领先的地质勘探和地质环境矿山生态治理修
复领军企业，经过20多年发展形成了地质勘
查与找矿、地质灾害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地热及浅层地温能勘查开发三大业务板块，
拥有各类资质20多项，涵盖国土、建设、环
保三大系统，在全国地勘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

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也就
离不开矿山开采。我国矿山开采历史悠久，
在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能源资源
支持的同时，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
大的破坏，并且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已
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加强对
矿山生态环境的治理，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
课题。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
进，地质环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热点。

在此背景下，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依托
自身人才、技术、施工等优势，加大对地质
环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领域的技术攻关
和实践探索，多举措发力废弃矿山生态环境
治理修复，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任，守护好绿水青山，找回丢失的绿水青
山。

去年，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与山东科技
大学等单位联合完成的采煤塌陷地建设利用
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获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标志着该公司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了重要成果，在全力抢占科技进步制高点进

程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介绍，采煤塌陷地建设利用关键技术

与工程应用依托省重点建设工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课题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其研究
成果近年来应用于山东蓝海领航产业园地下
采空区治理、济宁市安徒生童话小镇地质勘
查与稳定性评价等省内外项目，近3年为政
府和企业增加1081亩建设用地，新增经济效
益5 . 5亿元，具有良好的环境、安全、经
济、学科、人才培养等综合社会效益。以中
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中国工程院院士蔡美
峰为首的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这项技术成
果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据悉，山东省现有采煤塌陷地100多万
亩，大部分仅进行了简单复垦。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建设利用治理城市周边采煤塌
陷地的需求不断扩大，该项成果将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也会创造出更大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价值。

经典工程构建全面技术支撑

地质环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需要理论
和关键技术的支撑，也需要大量工程应用的
磨砺。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视工程为丰碑，
扎实做好每一项工程，通过经典工程应用的
实战，不仅构建起全面的技术支撑，也积淀
了厚积薄发的力量。

燕翅山是济南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山体公
园，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是山东矿山
生态治理修复的经典案例之一。是时，燕翅
山由于矿山开采形成的采空区塌落及山体临
空面岩体应力释放，已经导致山体开裂和崩
塌，在山体北侧形成高80余米的陡崖，情
况十分危险，直接威胁着周边10多家机关
单位，受影响人口3000多人。燕翅山地质

灾害被列为山东省最严重的地质灾害隐
患。

2009年3月，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承担
起了该工程的施工任务，对燕翅山地质灾害
进行彻底治理，同时提升燕翅山整体视觉效
果。经过谨慎决策和科学施工，燕翅山安全
隐患消除了，并成为周边市民休闲娱乐的场
所，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断。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路西侧地块采空区
专项治理是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实施的又一
经典项目。该项目位于历城区唐冶新区文苑
街以南、唐冶中路以西。采空区缘于唐宋以
来的煤矿开采，地下采空区错杂分布不明、
稳定性差，严重威胁周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城市开发建设。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通过大地“CT”
探明隐患之后，针对该采空区埋藏深度在地
下50米以上的特征，采取注浆法进行治理，
彻底消除了采空塌陷隐患，消除了对居民生
命财产潜在的安全威胁，同时改善了生态环
境，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具有较好的社
会效益。目前，二期项目正在推进之中。

省地矿工程公司施工的莱阳市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修复项目则为莱阳市在烟台地区率
先走出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莱阳模
式”。该项目通过田、水、路的统一规划和
建设，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综合质
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实现了
“田成方、路通畅、旱能灌、涝能排”的耕
作模式。

莱阳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修复项目以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为抓手、以土地复垦为主
轴、以系统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通过削坡
整治、坡面绿化、土地复垦、修筑生产便道
等工程，整理出耕地244亩、建设用地35
亩。通过增减挂钩政策，莱阳市财政可实现

土地收入1 . 12亿元。
在济南凤凰山治理项目上，省地矿工程

公司则探索了一条地质灾害治理与土地整理
相结合的路子，充分体现了“社会参与、开
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和综合治理新模式。这项工程吸引社会资
金6000多万元，新增土地1000多亩，创造经
济效益20亿元以上。

济南蓝海领航产业园项目则是省地矿工
程公司发挥专业特长，对地下采空区治理的
一个里程碑项目。该公司通过先进技术的应
用，将历史遗留的地下采空区彻底治理，将
一片隐患重重的塌陷地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的
宝地，百米高楼已经开始建设，不日将成为
省城新的增长极。

烟台长岛山体治理项目则是该公司在
5A级风景名胜区进行的特殊项目，实现了
治理过程安全环保可控和修复成果与生态环
境的完美融合。

生态文明建设未来可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作为。

“历史已成过往，眼前更重未来。我们
目前已经走出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土地复
垦相结合的新路子，不仅要守护好绿水青
山，也要把失去的绿水青山找回来，让更多
人体会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让生态文
明建设体现应用的价值，推进全省的高质量
发展。”高焕毅表示。

省地矿工程公司在诸多项目中融合了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
严谨执行规划设计，严密组织施工，严肃安
全纪律，科学施工，精细管理，确保全过程
绿色施工，全心全意做好每项工程，因地制
宜恢复和发展土地利用价值，提高了区域地
质生态环境综合质量，不断探索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与土地复垦相结合的新路子，加快推
进全省地质环境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修复，
助力新时代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站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起点上，省
地矿工程公司将坚持以“两山理论”为引
领，着力在整治利用废弃矿山用地上做文
章，着力在建设绿色矿山上下功夫，着力在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恢复治理上见真效，
着力在规范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上出实
招，着力在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
上使狠劲，用矿山复绿扮靓生态“容貌”，
以矿山“绿值”增加生态“颜值”，致力于
打造绿色、健康、美丽的生态家园，努力实
现齐鲁大地遍布绿水青山。

□夏秀华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肥城讯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8600掘进工作面

切眼底板发生突水，水量100m3/h左右，有增大趋势，颜色
发浑，已安排现场人员按照避灾路线撤离升井！”5月30
日，山东能源肥矿集团曹庄煤矿举行矿井水害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掘进工区区长尹训录汇报了现场情况。

为增强矿井应对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检验矿井水
害应急救援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该矿精心组织，编制
《矿井水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程序大纲》，成立抢险救灾、
技术专家、安全监督、物资供应、警戒保卫、医疗救护等抢
险救援小组，先后多次对演练方案进行研究。

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
各部门分工协作，迅速有条不紊地进入应急状态，投入到救
援工作中。一条条指令在百米井下、地面现场得到高效执
行，有序落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应急抢险，井下作业人员
全部安全升井，井下涌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个水灾事故
应急演练做到了人员、设备、责任、措施“四落实”，充分
体现了矿井迅速高效的应急联动机制。

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矿井水害事故应急预案、人员定
位系统、井下通讯系统等信息平台的可靠性及应急避灾线路
的科学性，提高了员工自救互救、妥善避灾的能力，全面筑
牢矿井安全防线。

梁山供电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变电站整体改造备战迎峰度夏

省地矿工程集团践行“两山”理论创新地质环境修复———

把丢失的绿水青山找回来

□通讯员 柳鑫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忻州电 5月26日下午6点，位于山

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山神庙村的牵引场上传来
指令：“全体施工人员注意！大牵机慢牵，
走板已过2L128号塔。”随着最后一项导线
的牵通，蒙西-晋中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
程（3标）第12个放线区段6基杆塔导线顺利
展放完毕（左图）。至此，标志着由山东送
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3标段全线架通。

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程线路工程蒙
西-晋中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3标）山西
段，起自山西省五寨县，止于山西省岢岚

县，142基杆塔组成的两条线路全长69 . 407公
里，是华北地区“十三五”期间主网架优化
重点工程，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家电网公
司首批批准复工的项目。

工程全面进驻吕梁山区后，由于山区地
形崎岖，最大坡度达到了50度，组塔过程
中，横担长度最长70米，铁塔全高、重量为
全线路之最，达到110米、244吨。安全风险
点多且风险系数高，施工难度极大。如何让
这庞然大物在山林里矗立而起，成为山区施
工的首要任务。为此，项目部开展了专题研
究，决定采用高强铰接抱杆组塔的方案，用

一节节通天抱杆，将塔材分段吊起。为确保
施工安全，山东送变电员工还充分发挥党员
攻坚克难作用，根据塔形尺寸数据，设计开
发了高强辅助臂架用于吊装边横担和地线支
架，为抱杆组塔加上强有力的臂膀，从而解
决了不同抱杆吊装就位困难的问题，降低了
安全风险，提升了施工效率。

据悉，线路架通后将进一步加强蒙西—
天津南、榆横—潍坊两个横向送电通道之间
的联系，成为给沿途带来能源“双赢”的
纽带，为吕梁革命老区腾飞提供充沛的电
力供应。

蒙西-晋中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3标）全线架通

为吕梁革命老区提供充沛电力供应

即墨供电主动出击严防电力外破

□毕翠莉 亓占华 左丰岐 报道
5月21日，国网莱芜供电公司作业人员带电完成10千伏

高开线与高泉线联络开关更换工作，消除了开关故障，解决
了两条线路负荷无法相互转供问题，提高了网架供电可靠性。
这是该公司首次创新开展带电更换配电线路联络开关作业。

曹庄煤矿水害事故应急演练

筑牢矿井安全防线

□陈宜勇 王迎春 袁园 报道
5月31日，山能临矿古城煤矿举行全国第十九个“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来自机关和采掘等生产辅助单位、厂点
的上千名干部职工在“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横
幅上郑重签名，庄严承诺——— 安全生产，以身作则。

□ 鞠同心 李长红

总经理张爱祥5月29日督战220千伏建夏
线一级防护现场，认真查看线路通道周边树
木、视频监控装置等情况，详细了解一级防
护措施、人员安排、驻守地点、巡视频次和
范围等，强调坚持安全第一，加强协同配
合，完善应急预案，精心组织演练，严格落
实线路防护责任。

党委书记王彦良同日现身220千伏十建
双线迁改现场，详细了解线路运行情况、迁
改工作内容及现场防护情况，要求现场每一

步作业都按预定计划进行，加强与施工方沟
通，尽量缩短停电改造工期，早日恢复线路
正常构架运行。

这是国网枣庄供电公司配合新台高速迁
改开展电网等级防护的现场镜头。

5月29日至6月7日，枣庄供电公司对6条
输电线路实施等级防护，分别为220千伏建
夏线、110千伏建齐线、君郭线、君东线商
城T接线、35千伏郭安线、君税Ⅰ线西王庄
T接线。其间，220千伏十建Ⅰ、Ⅱ线、110
千伏建郭线商城T接线、君齐线、35千伏君
安线、君西线同时停电，配合新台高速迁改

施工。
其中，220千伏建夏线是联系枣庄新城

和老城的供电大动脉，也是220千伏夏庄变
电站和建国变电站的供电大通道，一旦发生
故障，220千伏建国变电站、110千伏南园变
电站、开发区变电站、邹坞变电站、35千伏
渴口变电站、永安变电站等6座变电站将失
电，直接影响枣庄市市中区、薛城区正常用
电。对此，枣庄供电公司对220千伏建夏线
实行一级防护，对110千伏君东线及商城T
接线、君郭线、奚鲁线化肥T接线实行二级
防护。

等级防护中，考虑到当前正值三夏麦收
时节，全市中小学也全面复课，对电网安全
要求高，枣庄供电公司专门建立由运维管理
部门、运维单位、属地单位分管领导、专责
及防护人员构成的专项防护工作微信群，提
前组织无人机巡检，对施工点、钓鱼塘、倒
距不足树木、跨越的封闭院落等开展风险前
期处置和防护期间持续跟踪，将可视化监拍
周期缩短至半小时，一线人员全天候蹲守保
电，24小时不间断加强巡视测温。他们还每
天开展现场督查，对关键风险点、重大隐患点
加强督导，确保枣庄电网始终安全可靠运行。

枣庄电网配合新台高速迁改开展等级防护

济南燕翅山地质灾害治理修复前后对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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