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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凯 杜建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截至6月底，山东5处全国首
批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已陆续与各有关市完成
租赁协议签署，全省政府储气能力增至1 . 43亿
立方米，已完成政府3天储气能力目标的87%。

近年来，山东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储
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天然气储备能力不足等
问题，成为制约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和行业健
康发展的瓶颈短板。我省精心谋划，超前布局，
创新思路，积极作为，于今年3月底挂牌5处全国
首批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为全面提升政府储
气能力奠定坚实基础，打造山东样板。目前，11
个市累计租赁了7200万立方米的政府储气能
力，用于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3天的需求量。

科学谋划布局。今年年初，我省按照“统
筹规划、分类调整、集约建设”的原则，调整
优化全省储气设施规划建设方案，科学谋划储
气设施规划布局。重点以建设省级天然气储备
基地为主要任务，停止储气任务层层分解，避
免项目小型化、分散化。近期，在各级自建的基
础上，结合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清洁取暖等工
作，优先选择省内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
市已建成的大型储气设施，作为首批省级天然
气储备基地，以满足政府储气能力需求；远期，
围绕全省天然气保障供应和项目进展，逐步将
省内6处内陆和4处沿海LNG接收站的储罐纳入
天然气储备基地规划，实现全省天然气储备基
地沿海、内陆“两翼齐飞”，形成科学、持续、高
效、协调发展的政府储气能力建设新格局。

创新驱动引领。为解决土地资源稀缺、建
安成本高、工程周期长等问题，我省统筹整合
社会资源，积极调动社会第三方独立储气设施
参与政府储气能力建设，在企业自愿申请的基
础上，挂牌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LNG

调峰站、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LNG储
气库、山东金鲁班洁能有限公司储备调峰站、
山东华胜能源有限公司LNG储气站和山东恒
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LNG储气站等5个全国首
批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形成了7200万立方米政
府储气能力。同时，通过创立“省级天然气储备基
地”品牌，盘活了社会资源，为提升政府储气能力
探索了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山东路径”。

强化长效监管。为切实管理好基地、服务好

用户，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实施动态管理，严格
规范引入和退出机制。一方面，根据全省用气需
求量以及各储气责任主体的储气需求情况，基
地实施“按需按量引入”，备选基地要形成规模
效应，单个项目储罐规模原则上不低于5000立
方米；另一方面，对未按合同约定开展工作、无
法正常运营以及存在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基地，将勒令整改后予以摘牌，原则上5年内不
再考虑纳入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范畴。

坚持共享共用。立足“全省一盘棋”，鼓励现
有LNG接收站扩大储罐规模，鼓励城市群合建
共用储气设施，形成区域性储气调峰中心。首批
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优先满足政府储气设施建
设不足的市，各有关市通过与省级储备基地签
署租赁服务协议来履行储气责任。同时，为了缓
解今冬明春供暖季用气紧张局面，5个基地主动
将原计划到2020年底的租赁期限无偿延长至明
年供暖季结束，进一步确保民生用气安全平稳。

□ 本报通讯员 谢焕海 刁琳波
本报记者 左丰岐

轻点鼠标就能采煤、液压支架自动跟移、设
备故障智能检修……偌大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孙村煤矿井下采煤设备实时
运行画面，智能化在这里随处可见。

山能新矿孙村煤矿是一座有着百年开采历
史的老井，井巷深、条件差、灾害多。“我们大力
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把百年老矿逐步建设成
为一座‘智能平台集控化、云端网络数据化、采
煤装备智能化、掘进装备快速化、辅助设施自动
化’的现代化矿井。”矿长王维表示。

作为新矿集团首批智慧矿山试点矿井，近
年来，孙村煤矿累计投入1 . 2亿元用于智慧矿
山建设，让矿井迈向生产“智能时代”。

在该矿井下现场可以看到，采掘装备全面
更新换代。“采煤工作面上应用了智能化电液控
支架，井上2人操作、井下1人巡查。掘进专业投
用山东能源集团首台远程遥控综掘机，实现了

无人掘进。”矿总工程师颜磊介绍，孙村煤矿
2019年综掘进尺比2018年提高5 . 6倍，实进尺同
比增加830 . 6米，创近4年以来最高水平。

井上则建成了调度指挥中心和智慧矿山集
控中心，融合信息搜集、监控集控等22个子系
统于一个主体界面，实现所有生产数据的上
传、监控、远程集中控制。整合各系统200余
台工业视频监控，应用“巡检移动机器人”对
矿内降压站和北立井井筒24小时动态巡检，确
保各类自动化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累计敷设光缆25000余米，安设万兆环网
骨干交换机10台，安装无线WIFI通讯基站123
台，井下各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网络延迟时间
由原来的10毫秒减少到现在1-2毫秒，实现万兆

工业环网与无线WIFI“双网”并行提速，成为全
国首家井下应用国产万兆工业环网的矿井。

智能化的生产条件也大大提升了职工获得
感。伴着采煤机的阵阵轰鸣，孙村煤矿2414智
能工作面上的滚滚乌金通过皮带运输机输送到
地面。综采三队队长徐桂龙说：“原来我们综
采队在册130人，现在只有56人，人均效率大
幅提高。”“五化”矿井建设推动了孙村煤矿
实施“5577”劳动组织模式变革，全面取消夜班
生产，准备班用两个5小时集中开展辅助准备工
作，确保两个7小时的生产班高效出煤。回采专
业职工人数同比下降20%，人均效率同比提高
30%；掘进专业职工人数同比下降32%，人均效
率同比提高40%。孙村煤矿党委书记李良说：

“收入有提高，工作有尊严。‘五化’矿井建设让
孙村煤矿职工彻底告别了苦脏累险，真切体会
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

在该矿的井下大巷、采掘地点、重要岗位安
装47套语音广播话站，实现了千米深井“面对
面”动态语音通话。研发“智慧孙煤”App，实时
浏览“人员定位、安全监测、工业视频、皮带运
输”等信息动态，一部手机掌控整座矿山。

目前该矿井3个智能工作面、55部皮带机、8
部给煤机、4个中央泵房、8部压风机、2台提风
机，全部实现地面远程集控。变岗位工为巡检
工，累计减少岗位100余个、辅助人员300余人，
全天下井950人左右，较2019年初减少了27%，少
人则安、无人则安正在该矿成为现实。

□通讯员 张宁 车路
记 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砣矶岛子微网与大钦
岛子微网在孤网状态下实现直流互联，标志着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配电网示范工程“山东长岛
智能微电网群互联工程”组网并试运成功，这
也是国内首次将柔性直流配电技术应用于微电
网群互联的示范工程。

长岛智能微电网群互联工程建设地点位于
烟台市蓬莱区砣矶岛、大钦岛等北方五岛，工
程包括砣矶岛子微网系统、大钦岛子微网系
统、用户侧子微网系统、柔性直流配电系统以
及微电网群能量管理系统。

该工程通过微电网群能量管理系统协同控
制光伏、储能、柴油发电机等各类型分布电
源，并首次利用±10千伏/3兆伏安柔性直流配
电系统进行多个海岛子微网系统协同、柔性互
联，全面提升了各海岛子微网之间的功率友好
交互支撑能力，最终实现微电网群系统多模

态、多工况稳定运行，提升海岛电网的供电可
靠性和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为未来可再生能
源渗透率配电网的建设运行提供典型示范。

长岛智能微电网群互联工程于2019年上半
年开工建设，工程克服海岛偏远所带来的人
力、物力调配等困难，于2019年年底顺利完成
了土建施工、单体设备安装并组网成功。今年
5月，顺利完成单体调试；6月，工程全面进入
系统联调阶段。项目团队基于长岛微电网一期
工程的调试经验，最大限度降低了调试过程对
海岛正常供电的影响，精心制订工程调试计划
与实施方案，逐一评估风险点，做到风险全面
可控、再控，并通过柔直单端双极对拖以及单

端就地组网对拖等方式确保柔直双极双端对拖
调试的成功率。

系统联调期间，正值35千伏砣矶站开展进
线消缺。试运行的智能微电网群依靠独立的供
电能力，保障了海岛居民在砣矶站检修期间的
持续供电，改变了以往变电站检修期间全岛停
电的局面，检验了微电网技术的实用化水平。
同时，系统联调过程中，长岛公司与项目团队
紧密配合，以“零点工程”的方式完成了复杂
的系统调试，实现了调试过程对用户供电的
“零扰动”。

系统联调完成后，长岛智能微电网群互联
工程实现了海岛微电网群系统的并网、孤网多

模态稳定运行与平滑切换，初步完成了基于柔
直配电技术的海岛微电网群功率支撑调试，通
过多类型分布式电源及柔性直流配电系统的协
同控制，实现了海岛微电网群交直流多模式、
多工况的持续可靠供电，全面保障了分布式电
源广泛接入后区域配电网的可靠、清洁供电水
平及整体可调控能力。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进该工程在海岛电
网可靠供电与清洁能源消纳等方面发挥功效，
全面推广分布式发电与微电网技术在配电网中
的应用，提升电网的清洁、可靠、高效供电能
力，全面践行“不停电就是最好服务”的承
诺。

□通讯员 朱宁波 潘佳
记 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我省印发《关于开展2020
年电力需求响应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结合山东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
建立健全适应现货市场模式的需求响应机制，进
一步推动源网荷储友好协同调节，确保今夏电力
安全稳定供应。

《通知》强调，要以“安全可靠、公平公
正”为原则，大力推动市场主体参与需求响
应，引导电力用户提高用电精细化管理水平，
构建需求侧、供给侧协同参与电力电量平衡的
弹性机制。按照经济型需求响应优先、紧急型
需求响应次之、有序用电保底的原则，建立涵
盖需求侧可调节资源容量竞价和电能量竞价的
电力市场需求响应模式，试点开展电力现货模
式下需求响应，进一步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力争实现
轻微缺电不限电。

《通知》明确，今年的需求响应分为系统
导向的紧急型需求响应和价格导向的经济型需
求响应。其中，紧急型需求响应是指在系统出
现影响电网可靠性的系统事件时，需求响应资源
作为电网备用容量资源，按照系统指令削减或增
加负荷，可获得容量和电能量补偿费用；经济型
需求响应是指用户基于价格信号自主申报参与电
能量市场投标，竞价完成后，中标的需求响应用
户按照系统指令进行削减或增加负荷，可获得电
能量补偿费用。

《通知》指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负责
山东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的改造升级，以使
平台满足现货交易模式下的需求响应功能需
要。各市能源主管部门牵头合同供电公司，组
织电力用户和负荷聚合商通过山东省级智慧能
源服务平台（网址)提交参与紧急型需求响应申
请，适时开展经济型需求响应申报。电力用
户、负荷聚合商要根据企业生产运行实际，充
分评估电网供电能力紧张时间段的削峰响应能
力，以及电网调峰能力不足时间段的填谷响应
能力。

该《通知》的下发将对完善电力需求响应
机制带来积极影响。一是创新需求响应参与模
式。提出系统导向的紧急型需求响应和价格导
向的经济型需求响应的“双导向”参与模式，
按照经济型需求响应优先，紧急型需求响应次
之，有序用电保底的原则，拓展需求响应应用
场景，不断提升需求侧资源与电网的友好互动
水平。二是完善需求响应价格机制。建立容量
市场和电能量市场相结合的“双市场”价格补
偿机制，通过建立容量市场长效补偿机制，鼓
励用户广泛参与紧急型需求响应；通过建立电
能量市场的价格联动机制，将现货价格信号从
批发侧有效传导至零售侧，引导用户积极参与
经济型需求响应。三是强化平台全业务支撑能
力。依托省级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广泛接入工
业用户、非工业用户、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客
户侧储能、居民用户等多种类型负荷，实现用
户侧负荷资源的可观、可测、可调。全链条支
撑信息发布、注册申报、市场竞价、响应实
施、效果评估和交易结算等业务需求，为需求
响应组织实施提供强大技术保障。

□通讯员 车路 王新胜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9日14时30分，山东首个能
源类价格指数——— “中国·淄博天然气价格指数”
正式在线运行。

近年来，淄博认真落实上级价格指数体系建设
政策，加快推进优势产业价格指数建设等工作。
2017年、2018年先后成功上线“中国·淄博化工产
品价格指数”“中国·淄博新材料产品价格指
数”，成为全省现有运行价格指数最多的城市。

据了解，淄博对天然气需求全省排第一位，
2019年全市天然气用量20 . 65亿立方米；全市拥有9
条共长达300公里的天然气长输管线、48家燃气经
营企业，为编制天然气价格指数提供了客观条件。
目前，我省有寿光蔬菜、临沂商城、金锣生猪等10
支价格指数在线运行。淄博天然气价格指数是淄博
市能源事业中心成立以来联合编制的第一支价格指
数，是全省价格指数体系中第11名成员，该价格指
数在线运行将有力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为政府价
格监管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淄博天然气价格指数”作为我省第
一个能源类产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上线运行
后，将对天然气市场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有
利于为生产者、消费者提供权威、全面的价格
信息，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引领
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有利于提升淄博市场主
体在市场价格中的参与权、表达权、主动权，
把自身市场交易规模优势、经济规模优势转化
为价格话语权优势；有利于推进淄博天然气行
业的标准化，引导全市天然气向更高效产业迈
进，提升品牌影响力；有利于政府部门准确把
握当地天然气价格变化趋势、波动规律及传导
机制，实现对淄博天然气产品生产、流通、销
售等环节的价格监测和预警。

下一步，淄博将持续完善“中国·淄博天然气
价格指数”建设，提升价格指数影响力，激发价格
指数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是按照“科学、合理、可
行”的原则，夯实价格指数编制基础工作，加强价
格指数应用研发，确保天然气价格指数健康发展。
二是严格落实各项操作规程，切实把价格指数做
精、做细、做实，不断提升价格指数的内在品质。
三是加强分析和解读，充分发挥价格指数在发展生
产、改善流通、促进消费和稳定市场的导向作
用。四是进一步开发价格指数的综合功能，构建
基于价格指数的金融产品，形成价格指数的金融
价值。

推动源网荷储协同调节

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我省建立健全

电力需求响应机制

为政府价格监管提供重要依据

山东首个能源类价格指数

“落户”淄博

全国首家井下应用国产万兆工业环网

山能百年老矿迈向“智能时代”

国内首次将柔性直流配电技术应用于微电网群互联

“山东长岛智能微电网群互联工程”试运成功

补强短板弱项 打造山东样板

全国首批省级储备基地助推储气能力提升

□ 本报通讯员 车路 赵楠楠
本报记者 陈巨慧

6月23日，华东最大光储融合项目———
莱州市土山镇一期120兆瓦+6兆瓦/12兆瓦时
光储融合项目正式并网发电，这是莱州市推
动清洁能源利用，打造新能源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的重要举措。

莱州市太阳能资源丰富，发展光伏产业
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由阳光电源有限公司
规划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共计220兆瓦，一
期项目采用模块化设计、集中并网的设计方
案，总容量120兆瓦，同步配备12兆瓦时储
能系统，总占地面积约3000亩，投资额约6
亿元，于2019年11月正式开工建设。

据阳光电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 应 用 了 其 自 主 研 发 的 大 型 光 储 电 站
PowMart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具备一次调频、
辅助服务、移峰填谷等核心功能，通过“多功
能组合运行最优模式”，该项目成为国内首座
具备一次调频功能的大型光储电站。应用这
一模式的光储电站系统，还将以储能为载体，
主动移峰填谷，提升电网调节和消纳能力。

据测算，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

可为莱州市提供绿色电力约1 . 6亿千瓦时，在
项目25年有效稳定运营期内，共计可提供绿
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
相比，25年共计可节约标煤约134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399万吨，节能减排效益十分
显著。

该项目不仅可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响
应电网调峰调频辅助服务，缓解高峰时期用
电紧张情况，还能利用光伏+储能模式，形
成先进示范效应，有效带动观光、旅游、服
务等上下游产业链综合发展，为地方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百兆创领

华东最大光储融合项目莱州投运
□ 本报通讯员 车路 赵楠楠

本报记者 左丰岐

5月30日，平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二期工程投产运营。该项目采用BOT特许
经营模式，总投资5 . 1亿元，占地100亩，日
处理垃圾900吨，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日
处理生活垃圾600吨，配套两条300吨/天的
垃圾焚烧线+一台12兆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于2015年12月16日开工建设，2017年1月4日
正式投产运营；二期工程日处理生活垃圾
300吨，配套一条300吨/天的垃圾焚烧线+一
台6兆瓦的汽轮发电机组，于2019年6月14日
开工建设，今年5月30日投产运营。

平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解决全
市生活垃圾处置难题的重要环卫工程，也是
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公益性环保类重
点民生工程。该项目位于平度市田庄镇，由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在国内投资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 光大环保能源（平度）有限公
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

项目自建成投产至今运行稳定，目前1
吨垃圾的发电量约为280千瓦时，平度项目
日均上网电量30万千瓦时，按每个家庭用电

量200千瓦时/月计，可供约1500个家庭使用
一个月。截至6月30日，共为平度市处理生
活垃圾108 . 74万吨，发电28818 . 42万千瓦
时，供电24373 . 03万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
量402328吨，不仅全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
题，而且为电网提供了清洁绿色电力。

目前，该项目已相继获得“山东省工业
旅游示范点”“绿色企业”“科普教育基
地”和“绿色发展标杆企业”等多项荣誉称
号，自2017年投运以来接待参观300余次，
参访人数达到2万人次左右，并成为青岛农
业大学的教学科研与学生就业实践基地。

垃圾发电

公益性环保BOT工程平度投运

▲东明石化省级天然气储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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