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文 杨辉

电话:(0531)85193262 Email:sdnyxwzk@163 .com

□ 张萌星 张思凯

金秋九月，尼山层峦叠翠，圣水湖浮光
跃金。9月28日下午，2020中国（曲阜）国际
孔子文化节、第六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尼
山讲堂落下帷幕。在此期间，国网山东曲阜
市供电公司干部员工全程坚守、严阵以待，
圆满完成了活动电力保障任务。底蕴深厚、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吸引着万千游客，曲阜
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圣城的魅力。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是世界
级、国际性“中国旅游节庆精选”之一。从

今年起，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与中国（曲阜）
国际孔子文化节融为一体，由教育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山东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活动规模大、规格高。受新冠
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本届文化节开幕式、
闭幕式活动场地首次设定在了尼山讲堂，并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现场灯光、
音响设备、屏幕、5G网络信号等均需要完全
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

国网山东曲阜市供电公司立足央视春晚
分会场、央视中秋晚会、历年孔子文化节保

电经验，科学编制孔子文化节保电实施方
案，设立3个保电工作小组，细化任务分工，
切实把责任落实到人。借助市县一体平台，
积极对上沟通汇报，调配包括4部飞轮发电车
在内的6部移动应急电源车和保电专业人员支
援保电现场，安排3支应急抢修队伍全天候待
命，确保出现突发状况时第一时间恢复供
电。提前组织输、变、配三个专业运维人员
对9座变电站、35条输配电线路等开展“地毯
式”巡视检查，借政府“东风”消除线路防
护区内违章栽植树木2200余棵，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国网山东曲阜市供电公司积极开展“两
队一区一岗”建设，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走访保电重点客户，及时掌握客户用电需
求，对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督促、协助客户
进行整改。蹲守所涉及保电的设备现场，对
配电室、环网柜、线路等一级配电设备实行
动态巡视盯防，督促、指导重要场所用电管
理单位对活动场馆内部电气设备进行检查，
第一时间处理问题隐患，确保了活动期间供
电万无一失。新华社等20余家媒体对活动期
间电力保障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营造出了
“保电有我 有我必胜”的浓厚氛围。

□记 者 张思凯 徐晨
通讯员 李志勇 范兴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眼下，鲁南化工高端化工
园区内，4万吨聚甲醛装置正在满负荷生产，
所用的原料就是原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滨湖煤
矿的高硫煤。

因为煤炭含硫高，滨湖煤矿往年一直为
市场销路犯愁，现在他们的高硫煤却成为鲁
南化工“营养丰富的”原料。每年20万吨的
高硫煤，在鲁南化工转化为被业内称为“赛
钢”的高端新材料“聚甲醛”，产品附加值
从1亿余元飙升到4亿余元。这是新组建的山
东能源集团发挥重组整合协同效应，实施管
理、市场、资源、人员、产业、区域“六大
协同”的结果。

作为中国煤化工产业的发源地，鲁南化
工地位举足轻重，在煤气化及煤化工工艺、
设备、系统控制技术等领域经验丰富。鲁南
化工年产30万吨的己内酰胺项目是国内单套
己内酰胺产能最大装置，该项目及配套工程
总投资约51亿元，建成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

入约45 . 6亿元，实现利税4 . 6亿元。除鲁南化
工268万吨总产能以及在建30万吨己内酰胺
外，原兖矿集团化工产业还有国际焦化200万
吨焦炭、20万吨甲醇产能，国宏公司65万吨
甲醇设计产能，以及兖矿陕蒙基地3个化工企
业，年产总计可达300万吨。

原山东能源的化工产业包括盛隆化工130
万吨冶金焦，内蒙古恒坤化工公司一期100万
吨焦炭，配套1 . 2亿立方米焦炉煤气项目。新
矿集团在新疆伊犁投资的世界最大单体煤制
天然气工程，年产天然气20亿立方米，被列
入国家《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
划》的重点示范项目。另外，位于泰安的新
矿集团泰山盐化公司2007年建成投产，年产
烧碱10万吨、聚氯乙烯10万吨。

从石油化工到煤化工，再到盐化工，从
乙烯、丙烯，到甲醇、醋酸，再到聚氯乙
烯，现代高端化工的基本产业链在新山能的
化工产业中都已布局。随着三个化工产业的
融合发展，一个高端的新山能化工产业集群
正在形成。据悉，重组整合后山东能源集团

化工产品年产能将达到1600多万吨。
兖矿集团和山东能源集团联合重组实现

技术与产能的强强联合，形成了生产流程中
的协同效应，滨湖煤矿高硫煤从销路难寻到
怀才得遇就是其中缩影之一。

兖矿化工公司副总经理，鲁南化工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强介绍，用高硫煤作为化工
原料时，通过煤气化清洁技术，可以把里面
的硫分离出来，生产成硫黄，作为硫酸的原料
使用，不仅环保，也满足了化工企业的合成气
原料需求，还把硫回收之后做成了另一产品。

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相得益彰的协
同效应也逐渐显现。对鲁南化工来说，相比
来自陕蒙等西部的原料煤炭，使用原枣矿集
团滨湖煤矿的高硫煤，大大降低了运输成
本，使化工产品的成本优势得到大幅度的提
升。“目前，鲁南化工正在与枣矿集团新安
煤矿洽谈。新安煤矿煤炭开采出来后，可以
直接利用铁路运输到鲁南化工，实现‘大
矿、长协、铁运、直供’，减少中间环节，
有利于保证煤炭质量。”刘强说。

协同发展的目的就是形成合力。位于滕
州市的枣矿集团盛隆化工，由枣矿集团、马
鞍山钢铁两家国企与民企巨头江苏沙钢集团
合资兴建成立。自2004年8月投产以来，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近616亿元，连续15年保持赢
利。其中，2018年人均创造利润达90万元，
位居全国独立焦化厂前列。依靠三大股东，
盛隆化工在资源、技术、市场、管理上如虎
添翼，协同发展带来的竞争优势不言而喻。

在协同发展助推下，山东能源集团决心
布局高端。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不断研发新
技术，做好技术储备，前瞻性领跑化工产
业。“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向下延伸产业
链，研发生产尼龙66，这是一种更为高端的
化工新材料。”在鲁南化工己内酰胺项目建
设工地上，鲁南化工副总经理李志远自豪地
向记者描述鲁南化工园区的产业发展方向。

“山东能源集团板块协同的空间越来越
大，优势互补空间越来越大，要做到1+1＞2
的倍数效应、乘数效应、几何效应。”山东
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希勇说。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徐虎 程成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山能临矿株柏煤矿
机电工区“90后”班组长张帅在第十五届
“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煤炭行业
初赛中，斩获钳工组第5名的好成绩。从青涩
学徒蜕变成“钳工大拿”，这得益于山能临
矿技师学院的悉心培养。

自2016年试点山东省新型学徒制以来，
该学院汇集企校技术骨干和业务精英，成立
技能大师服务中心，创新开展“企校厂”三
师带徒授课模式，大力推广“送教上门”，
成为临沂市人社局唯一的新型学徒制培训战
略合作单位。今年以来，已签约新型学徒制
培训协议923人。

“前些年，自有资金少、底子薄，成为
制约学院做大做强的瓶颈。”该院院长助理
郭良金说。为提高办学能力和专业吸引力，
技师学院与合作单位达成“校企共建”协
议，多方募集建设资金，先后投资2400余万
元用于校舍改造和教学设施投入。与中科院
宋振骐院士团队合作，建立了矿山压力与岩
层控制技术研究应用中心；与深圳汇邦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工业机器人实
训车间；与苏州源浩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
高铁乘务实训舱……

随着教学环境的优化和配套设施的完
善，山能临矿技师学院“开门办学，多方共
赢”底气十足，省内外40余家大中型企业和
10余家人力资源公司前来签订委培协议，通

过深化校企合作、加强校校联合，陆续开设
了电力、航空、高铁、幼教、护理等热门专
业，相继开辟春季高考、夏季高考、“3+3”对口
单招等学历提升新路径。通过实施“订单式”

“人才预备制”培养，招生数量屡创新高。截至
目前，学院已向社会输送各类专业人才6万余
人，近200名学员走上了矿处级管理岗位。

“学院作为国家二级煤矿培训中心和山
东省直属考试点，将紧紧围绕企业高质量发
展对技能人才的战略需求，创新办学思路、
深化产教融合，以‘走在前列’的目标定
位，聚力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科
技研发应用体系构建，用创新驱动引领安全
培训教育产业多元化发展。”山能临矿技师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泉表示。

□ 高绪红 李正光 左丰岐

日前，国网胶州市供电公司党委与胶州城市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党委签署“党委结对共建 支部结对联创”
协议，进一步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形成“互动互学、互
帮互助、互促互进”的良好关系。

胶州市供电公司党委围绕建立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
升工作机制，对内推动党支部上下联建、强弱联建；对
外，加强与政府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委、村党支
部的联创共建，围绕“基层基础再提升”和“融入融合
创最好”，推动“党委抓统领、专业抓融合、支部抓落
实”工作机制的落地，实现了党建和工作的双提升。

“胶北供电所仅用10天就为我们公司新上了一台
6 3 0千伏安变压器。我们的新车间马上就可以投运
了。”青岛昊宇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乔宪杰说。青岛
昊宇重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钢构企业。今年4月份，
该企业新建了1 . 6万平方米的车间，原来的两台变压器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要求。

台区经理贾逢臣在走访时，了解到该企业用电需
求，立即向胶北供电所支委会汇报，迅速研究方案，火
速实现为企业供上电。在服务企业客户的工作中，胶州
市供电公司党委建立“支部亮旗”常态工作机制，将工
作中的要事、难事纳入支委会研究范围，各党支部采用
“党员1带N”机制，成立攻坚小组，为企业客户提供
专业周到的供电服务，实现党建与业务融合共进。

在110千伏广东路输变电工程的变压器安装环节，
由于作业面狭小，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施工。该项目部临
时党支部书记李嘉星带领党员开展联合攻关，解决了施
工难题。今年以来，胶州市供电公司党委深化“党建统
领、支部联创”机制建设，成立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等党支部共同组成的临时党支部，进一步加强参建单位
之间的联系，形成工程建设合力。

目前，胶州市供电公司党委深入推进“党建+工程
建设”，在7项重点电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把业
主、监理、施工、属地协调等各方党员纳入临时党组织
的统一管理，开展了专业配合、工程协调和党员教育
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马学利 左丰岐

“十一”期间，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出动保电人员
2070人次，车辆866台次，对610座变电站、1512条输电
线路、982条配电线路和重要客户、保电场所开展特
巡，有效保障了烟台电网设备运行平稳，确保了中秋、
国庆节日期间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圆满完成“双
节”保电任务。

烟台供电公司针对电网负荷特点，制订安全供电方
案，加强电网运行监视和负荷预测分析，合理安排运行
方式，认真落实重点场所保电措施，及时处理电网异
常，确保烟台电网的平稳运行。

变电运维人员对所辖变电站开展每日特巡，巡视过
程中加强对主变、开关、刀闸等一、二次设备的巡视力
度，确保设备零缺陷、零隐患运行。利用无人机+可视
化视频监控系统对输电通道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做到隐
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于外力破坏类隐患，进行不
间断巡视，必要时派人蹲守，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安
排值班人员及时跟踪节日期间气象变化，全力做好电网
重要设备特殊气候条件、特殊时段的监测工作，针对高
铁、机场、重要景区等场所实施保供电方案，保障重要
客户及居民用电的可靠供电。对全市10千伏配电线路故
障跳闸、台区停电情况进行实时监测，科学合理调配抢
修资源，高效处理突发事件，确保供电服务的及时、高
效。严格执行营业窗口“无周休、无午休”工作制，有
效保障了社会用电需求。

□通讯员 刘铁桥 李斌 记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郓城讯 “天越来越冷了，我们提前做好设备

的‘保暖御寒’，确保矿井安全过冬。”10月10日，在
山东能源龙矿集团李楼煤业副井口检修现场，运输工区
区长邹积东正忙着和维修人员挂副井口两侧的棉布帘。

针对今年四季度紧张繁忙的安全生产形势，李楼煤
业坚持把冬季“三防”工作纳入重中之重，于9月底就
提早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对2020年冬季“三防”工
作进行详细部署安排，保障冬季“三防”工作扎实有
效。“我们认真编制了15项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明确了
时间节点和责任人，采用督办验收、销号管理等工作闭
合手段，保证各项防范工作落实到位。”李楼煤业冬季
“三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刘明国说。

该矿组织力量对主、副井井筒、地面生产运输系统
的各类设备设施及库房等区域进行梳理排查，在提前强
化供暖设施检修维护的基础上，加大矿区变电所、供电
线路、通信机房及线路的巡检检修力度，全面做好设备
设施的过冬各项准备工作。并强化火源、电源、易燃易
爆危险品、消防设施等的管理，对违规使用火炉、电暖
器取暖现象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开展防煤气中毒、防火
灾等安全常识教育，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该矿还进一步健全完善专项应急预案，
成立应急抢险队伍，充分准备各类安全过冬的抢险物
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跟班
制度，确保冬季极端天气引发的各类突发情况能够迅速
反应、处置得当。

□张夏 陶然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支护材料产研基地通过持续深入开展支护技
术研究、课题攻关，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综
合产能提升了37%，13大类23个小项产品获得
“MA”资质，成为综合型矿用材料生产研
发基地。

据悉，该支护材料产研基地采取“一矿
一策”优化支护方案，在株柏、彭庄、郭
屯、里彦、新驿等单位进行了锚杆扭矩、力
矩转换和锚固拉拔试验，因地制宜研发了嵌
入式防剪丝帽、蘑菇头式调心高强丝帽等产
品。

不断优化当前支护技术，提高巷道服务
周期及质量，降低巷道失修量。该支护材料
产研基地已开展对王楼煤矿、古城煤矿巷修
现场实施跟踪技术服务，实时调整巷道修复方
案，实现技术层面和施工层面双重降本增效。

□杨秀成 报道
本报利津讯 日前，利津县盐窝镇紧紧围绕“绿色

发展，节能先行”主题，多措并举，在镇直单位、辖区
学校及125个行政村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减排、绿色低碳
活动。

该镇从规范办公用品的配备、采购、领用入手，以
节约办公促进节能减耗落实。加强公务用车管理，鼓励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上下班，以低碳
出行方式支持节能减排，带动全社会深入、持久、自觉参
与节能低碳行动。同时，充分利用LED、大喇叭、横幅标语
等多种形式开展节能教育，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党委抓统领 专业抓融合 支部抓落实

胶州供电实现

党建和工作双提升

烟台供电圆满完成

“双节”保电任务

山能龙矿李楼煤业

矿井设备提前“保暖御寒”

盐窝镇：

节能减排从公共机构抓起

圆满完成孔子文化节、尼山论坛保电任务

曲阜供电让“东方圣城”更亮丽

技术与产能相得益彰

山东能源“协同”下好发展一盘棋

累计输送各类专业人才6万余人

山能临矿技师学院产学研融合育英才

临矿集团23个小项产品

获得“MA”资质

□通讯员 张晓虹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4日讯 “感谢国家
电网的火速援助，不然“火眼”实验室
建设也不能推进得这么快！”今日，中
德生态园邻里中心的青岛气膜版“火
眼”实验室升级建设负责人激动地说。

为进一步落实青岛全民核酸检测疫
情防控要求，青岛华大基因“火眼”实
验室在青岛自贸片区中德生态园启动升
级建设。在原有2万单管日检测通量的
基础上，引入可移动、自动化、大通量
的气膜版“火眼”实验室，助力青岛及
时精准排查新冠肺炎病毒。

得到消息后，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
电公司火速靠前对接，立即组织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连夜奋战，根据实验室建
设进度敷设电缆并安装电气设备。考虑
到客户为单电源供电，为保障实验室投
运期间用电万无一失，服务队根据客户
实际情况制订完备保电方案，协助客户
安装2台UPS，并提供一台500千瓦发电
车，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目前，9个高3 . 5米、占地50多平方
米的拱形白色气膜舱已搭建完毕，投用
后每日核酸检测通量将跃升至40万人
份，将充分发挥规模化应急能力和“前
哨”作用，助力青岛及时精准排查新冠
肺炎病毒。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火
眼”实验室经过紧张安装调试设备（右
图），已于14日下午投入使用。火眼实
验室正式投运后，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
电公司“1+N”发电和线路巡视两个保
障团队，将全力开展运维保障工作，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可靠电力
保障。

黄岛供电保障“火眼”气膜实验室可靠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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