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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系统排故障，机组运行保安全
因励磁系统设备不兼容，控制界面常常发生卡

大，可能会出现有报警但无显示的情况，所以应该在

顿、死机、PT慢熔频繁报警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

机组负荷稳定时更换完毕，以保证机组的安全稳定运

题，在与总包单位和上海纳信公司恰谈后，达成协

行。按照会议得出的结论，更换工作准时开始，由工

议，由总包单位出资，上海纳信公司派人进行屏幕的

作负责人讲解工作危险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开

更换，由继电保护班组配合此项工作。由于此次励磁

始更换，首先将屏幕本体更换，然后重启系统以及软

系统控制屏的更换是在2号机组正常运行时进行，而

件，连接切换通道，完成后，对系统进行测试，一切

励磁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PT慢熔通道无法正

都在有条不絮的进行。

常切换，所以安装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
7月13日，励磁厂家到厂后，继电保护班组就励
磁系统在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召开讨论会，会前，继电

本次励磁系统故障排除工作，既消除了缺陷，保
证了励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为2号机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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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干 部 职工 队 伍
知 识 化、年 轻 化、专 业 化
程 度 非常 高，这 是一 个 承
担 使 命，很 有 发 展，大 有
希 望 的 企 业，必 须 经 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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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组织部部长孙艾芳一行莅司调研
业拥有一支年轻化、高学历的职工队伍，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
放在第一位，把最合适的人才放到最适宜的岗位上，为员工搭
好发展平台、激活人才发展的“源头活水”，推动公司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稳定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文/图 魏君名）

孙部长指出，园区各企业人才引育成效显著，各单位的做

保护班组对励磁系统问题进行汇总，对励磁系统疑难

法也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下一步要围绕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

问题进行讨论，做到预想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

实际，用好政策、建强载体、优化环境，确保各项工作更有针

题，及时处理，及时的解决和掌握励磁系统在机组运

对性、更有实效性，为实现全市人才工作的新突破持续发力。

行时发现的问题以及在故障过程中设备通道切换的逻
辑。在与励磁厂家探讨励磁系统的问题后，继电保护
班组以及运行部与厂家进行了更换励磁系统控制屏讨
论会，会议围绕“保证设备安全，人身安全”这一目
标进行了研究与讨论，经分析，排除了可能会出现的
种种问题和实际操作时的各种可能性后，最关键的问
题就是在更换就地控制屏时，如果机组负荷变化较

生技党支部开展“党员义务拔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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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顶着炎炎烈日，汗水浸湿了衣服，拔草现场呈现
出了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经过两个小时的辛苦
劳动，2号锅炉房北侧地面焕然一新，生产现场环境
得到有效提升。
劳动结束时，党员们一身灰尘，但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这次义务劳动，充分显示了党
2021年8月5日上午，为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美化厂区环境，生技党支部开展了“党员义务
拔草”活动，活动得到了支部全体党员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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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劳动热情，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
树立了党员们在广大员工中的旗帜形象。
（文、图/刘志宇）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孙部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公司企业文化展厅，听取了公司讲
解员关于项目基本情况、建设意义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介
绍，重点询问了公司核心技术人才来源情况、专业水平情况以
及收入情况。参观结束后，孙部长一行来到会议室与园区各企
业负责人就人才工作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工作实际
积极发表意见，公司总经理赵聪就发电公司的人才队伍建设情

公司积极组织开展防汛专项安全大检查工作

下，生技党支部所有党员、预备党员和积极分子对2

中，全体党员发扬了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8月3日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孙艾芳一行莅司就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市

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他提到，人才兴，则企业兴，我们的企

在支部书记王金城和公司副总经理郝天武的带领

号锅炉房北侧的杂草进行清除。在此次义务劳动过程

（文/刘文超 图/欧文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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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防范化解灾害 水、灌水易塌陷部位进行检查，发现隐患 时观察基坑电缆沟道情况，防止电缆沟道
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根据上级有关 及时整改；要完善好防汛物资的配备，特 内进入的雨水冲击导致滑坡。赵总要求各
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公司于7月23日组

相关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汛期应急值守、

织开展了防汛专项检查工作，对生产、生

值班制度的落实情况，如遇到极端天气，

活区域防汛设施及措施进行了全面检查。

干部值班必须加强夜间巡查，发现汛情及

公司总经理赵聪亲自带领相关生产部室负

时组织人员进行处置，安监部要做好极端

责人、监理单位、总包单位、外委单位负

天气预警发布工作。

责人深入生产现场对防洪重点部位进行全
面检查。

通过本次防汛专项安全大检查工作，
对防汛存在的安全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

检查过程中赵总强调，各部室、各单

按照部门、单位分工明确了责任人和整改

位要做好所辖区域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切

期限，使防汛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

实抓好防汛工作的层层落实，同时，要做 别是要增加潜水泵数量，地势较低的建筑 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的履
好汛期前准备工作，打通地势低洼地区疏 物、重点设备、电缆沟道要配备足够的防 职责任心，为更好地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打
水通道，重 点对 构建 筑物 的 伸缩缝、防 汛沙袋；施工基坑周围要做好挡水沿，随 下了坚实基础。(文/张喜晨 图/刘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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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赤经 于揭短亮丑，大家都能在思想深处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决心

演练过程中，员工们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态度严

开电[2021]第15号）文件要求，运行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 以此为契机，高标准、严要求地从眼前做起，从自身做起，

谨，紧张有序地按照应急预案程序执行操作，圆满地完成

题组织生活会于2021年7月21日在综合办公楼二楼召开。运 真抓实干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各项工

了消防演练工作。此次应急处置演练是公司安全大检查工

行党支部书记姚雪涛同志主持会议，支部全体党员、预备党 作再上新台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作期间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演练，公司应急指挥救援处

员参加会议。

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文/刘彬 图/魏雷）

会议首先由支部书记姚雪涛作专题报告，对运行党支部

运行部根据演练行动，要求各专业结合电厂实际情

上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党支部委员会检视问题情况

况，大力开展重点区域火灾隐患自查自纠，加强员工消防

进行总结。支部全体党员纷纷发言，从对党史学习教育过程

培训工作，确保实现公司全年安全零事故，针对演练过程

中的收获及提高，对照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认真剖析思想

逐一“挑错”并纠正，要求员工要从根本上牢固树立“安

根源，相互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突出演练的实战性、常

整改措施。

态化，避免走形式、走过场。

勇于和善于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

此次演练不仅是对紧急情况运作能力的检验，也是对

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

夏季是火灾高发季节，为提高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 员工消防器材使用、火灾处理方法熟练程度的一次审核。

力的一大法宝。此次组织生活会大家准备充分，自我批评敢

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提升全员防火的能力， 通过本次演练，全体干部员工的消防事故处理能力得到了
7月8日上午，公司在油库开展了油区火灾事故演练工作。 进一步提升，更为油库的安全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保证演练成功，运行部运行三值李冬沐、艾志利、艾鹏

（文/艾志利 图/刘俊洋）

飞等三人克服下后夜班的疲惫，顶着30多度的高温酷暑天
气，穿着厚重且密不透风的防烫服，在演习现场精准完成
各项救援任务，保证了应急演习的顺利完成。
“报告值长，锅炉燃油罐区发现大量浓烟冒出”、
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企业安全发展，切实把确保员工生

“立即查明具体情况，及时汇报，注意安全”。随着一道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火情的汇报，油区油罐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正式拉开了

安委会主任赵聪指出，专题片全面阐释了习近平总书

序幕。演练背景为燃油罐区#1油罐供油管道处地面积油着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既有权威解读又有案例分析，

火，有引燃油罐的危险近在咫尺。灾情就是命令，情况十

素材丰富、剖析深刻，令人警醒、深受触动，是学习贯彻

分危急，公司立即启动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积极组织人员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生动辅导，对于教育引导公司广

进行自救，安排现场所有作业及无关人员立即撤离现场，

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

并通知消防队出警。

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各外委单位要精心组织观看专题
片，引导各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结合安全生产实际，制定防范措施，强
化基础管理。
为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总体部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企业的发展，更关乎每个家

署，结合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具体要求，7月27日，赤峰 庭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在思想上端正态度，将安全生产责
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立即组织员工学习研讨，观看 任落到实处，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大家要认真总结分析
《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近期工作现状，通过分析、论证、评估，从中找出事故多

“合抱之木，生与毫末；九层之台，起
国人为之纪念和骄傲的日子，在这个神圣的 时代的电力人，更加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 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坚定
季节，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行，立足岗位建新功。我们要学习中国共产 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即使是在平凡的
的华诞。100年，中国革命走过了艰苦卓绝 党危难中克服重重困难，战胜艰难险阻的不 工作岗位上，也一样可以灿烂夺目，大放光
彩。
(文/王楠 图/张洪刚)
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中华民族灾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
七月，一个不平凡的季节，一个让14亿

今天，站位新的历史起点，作为一名新

难最深重的历史时刻诞生的，就是为拯救国 发扬这种精神，把日常工作做实做细，关心
家危难、民族苦难而建立的。100年来，正 集体，团结同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

论 述》电视专 题片。公司 安委会 主任赵聪 主持学 习时强 发的地点、环节和人员，加强管理加大摸排整治；深入学

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不平凡的工作成绩。身为一名巡检人，认真

调，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习“木桶原理”，不断总结事故原因，通过“网格化”管

中，中国共产党才日益成熟坚强并成为全国 仔细的做好每一处巡查，确保每一台机器、

的首要前提，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更加自 理，进行地毯式摸排，在“强弱项、补短板”的整治过程

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 每一个设备正常顺利运转，将每一件平凡的

觉坚定信心、担起责任，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 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文/宋研博 图/张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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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开放事业才日益丰富发展并因之而更 小事做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是
加充满智慧、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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