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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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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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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刊 

    赤峰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自备热电联产

项目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屹立于赤峰高新区东

山脚下，它既是市政府打造电价洼地、拉动园区

招商引资、助推赤峰工业倍增的立园企业，也是

保障中心城区1800万平米供暖的民生工程。 

    2021年4月、9月，随着项目两台机组相继投

入商业运营，也迎来了煤电企业的寒冬。自8月

份以来，煤炭价格暴涨，煤源紧张，生产成本过

高，加之面临资金短缺、因负荷受限单机运行发

电量低、供暖面积小等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局面，

对于承担着赤峰市中心城区供热任务的经开发电

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压力，生产经营面临着

异常严峻的考验。面对如此艰难局势，公司上下

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坚持以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为中心，以对标管理、精细化管理为手段，强化

过程管控；抢抓电力市场，稳定用户电量，落实

“双碳”政策，积极参与调峰，多方协调争取确

保煤炭供应及千方百计控制煤炭价格，全年安全

态势总体保持平稳，各项工作取得了有序进展。 

   2022年以来，我们严格遵循“安全、经营、

降本、增效”八字方针，合理确定机组运行方

式，坚持效益优先，突出抓好市场拓展、对标管

理、成本管控、风险管理。近期，随着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的通

知》精神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了蒙东地区的

煤炭价格，并针对热电联产机组取消了价格分

类，仅3月份原煤价环比就降低了130元/吨，生

产成本大幅度减少；3月份，自治区又相继出台

了《关于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工程实施细则

（2022修订版）》《关于全额自发自用市场化并

网新能源项目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文件，

明确了具有自备电厂的工业园区，要充分挖掘园

区自备电厂灵活性调节能力和负荷侧响应能力，

配置一定规模的新能源项目，实现能源替代，加

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一系列

政策的出台为自备热电联产项目的经营发展带来

了难得机遇。 

    3月下旬，公司立即作出响应，组织召开了

经理班子（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近期国家、

自治区下发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分析了作为园区

自备热电联产项目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及当前存

在的制约因素，明确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瞄

准园区配套新能源及新能源消纳趋势，绘就公司

下步发展的壮丽蓝图。通过统筹谋划、周密部

署、明确分工、组建专班，成立新能源项目、节

能改造项目、破解双机双投专项推进组，班子成

员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加速推进，全力以赴促

进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蓝图绘就风正劲，扬帆破浪奋进时。赤峰经

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全面贯彻低碳、绿色的能

源发展新战略，立足项目优势，发挥燃煤自备电

厂的支撑和灵活调峰作用，打好组合拳，充分显

现综合优势，通过可行性论证、技术攻关等，大

力推进节能改造、新能源建设，奋力谱写公司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文/刘文超） 

    冬去春来，为确保2022年两台机组安全稳

定运行，夯实安全文明生产基础，推进标准化

建设，灰硫专业全面提升安全文明生产标准化

工作拉开序幕，结合供热季运行中发现的问

题，对灰硫系统统一策划，分阶段进行标准化

提升工作。 

    首先通过强化管理，加大对承包商的监督

管理力度，压实责任，落实执行力，其次对灰

硫系统设备进行刷油亮化工作，通过提升标

准，定置定位管理达到安全标准化要求。对不

符合标准化的区域重新进行打磨、除锈、防腐

刷漆处理。最后组织承包商进行隐患排查与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对存在安全隐患部位随发

现、随整改，同时建立重要系统重点检查制

度，有效排除隐患，杜绝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通过强化管理，提升标准，保证质量等方

式，全面提升了灰硫设备的可靠性与经济性，

为机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保驾护航。 

            （文/薛岩礁） 

 

把握发展机遇 擎画奋斗蓝图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摩肩接踵的街市 

霓虹闪烁的商场 

还有那通明的万家灯火 

都是对我们的赞赏 

 

因为有我所以万家灯火 

伫立在苍茫夜色中的我 

感受着发电人的荣耀 

汽机的轰鸣伴着锅炉的咆哮 

发电机的嘶吼响彻九天云霄 

黑色的血液奔流在输煤栈桥 

冲进晦暗的炉膛里激情燃烧 

化作万家灯火在黑夜中绚耀 

 

因为有我所以万家灯火 

游走在漆黑夜色中的我 

体验着发电人的自豪 

集万千设备联合整调 

构成赤经开巨人的强壮躯壳 

千万条控制回路与设备相交 

构建赤经开巨人的神经大脑 

精准的信号控制着巨人奔跑 

散发的光热在这土地上闪耀 

 

因为有我所以万家灯火 

忙碌在阑珊夜色中的我 

领悟着发电人的骄傲 

黑夜里的光明 

寒夜里的温暖 

发电人不眠不休的夜晚 

     （文/赵志鸿） 

未雨绸缪，精心策划#1  机组C检工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

项工作圆满高效完成的背后都离不

开前期的精心准备与筹划。春节

后，工程部锅炉专业把1号机组C级

检修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要求专业点检积极配合锅炉专工按

照公司及部门部署，精心策划。 

C级检修将对机组设备进行全

面停机检查，以消除设备隐患、治

理设备缺陷、开展升级改造、提高

机组安全性和经济性。针对C级检

修标准项目清单，结合我厂实际运

行情况和成本控制原则，专业多次

组织对清单进行逐条讨论，确定最

终检修项目。此外，根据运行情

况，对重大检修项目、技改项目进

行再次盘点，避免出现过修和漏修

情况。 

为确保安全、优质、高效、如

期完成检修任务，锅炉专业明确各

点检岗位职责，按照行业规范确定

了严格的检修工艺标准，对检修作

业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要求各专业

按照检修策划书，结合各专业实际

情况，列出项目清单，物资需求，

并制定相应组织、技术和安全措

施。通过精心策划、充分准备，为

#1机组C级检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文/王艳丰） 

自两台机组投运以来，真

空严密性始终不合格。特别是

#2机组经历冬季严寒的考验

后，真空明显下降，严重影响

着机组的经济性，威胁机组安

全稳定运行。为了保证机组安

全性、经济性，经公司班子会

议讨论决定，聘请专业查漏公

司对机组真空系统进行专项查

漏及封堵工作，并提前策划，

成立了查漏堵漏治理攻关小

组，指定专人跟踪查漏工作，

确保真空查漏工作有序推进。 

查漏过程中，工程部认证

研究机组真空工艺系统，查阅

工艺图纸，召开专题讨论会，

针对空冷机组真空系统庞大，

漏点隐蔽性强，极难查找等特

点，采取准确性较高的氦质谱

检漏法对系统进行检测，重点

对#2机组汽轮机中低压连通

管、低压缸人孔门及防爆膜、

排汽管道人孔门及防爆门、给

水泵汽轮机、轴封系统、各疏

水管、门杆漏汽及空冷岛系

统、真空泵房等重点部位进行

“地毯”式排查。第一阶段排

查共发现漏点 18处，封堵 14

处，4处需隔离处理。第二阶段

真空系统“深度体检”将在真

空严密性试验后进行查漏及封

堵。目前，真空系统查漏堵漏

治理初见成效，#2机组真空严

密性大幅度提高，保障了#2机

组的稳定运行，进一步提高了

汽轮机效率，为接下来性能试

验及夏季高负荷、长周期安全

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文/图 赵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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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9日，为期一周的新入职员工岗前培训圆满结

束，新员工经过多方位的入职培训，已具备进入班组作业

条件。 

    本次培训涵盖了安全知识、规章制度、职业健康、职

工经历交流等内容。运行部组织来自部门不同专业的专工

与新员工交流工作经验，同时还举办了新员工欢迎会，通

过加强交流，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了同事

情谊，为帮助新员工快速了解企业、融入企业，更好地走

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培训采取了集中讲授理论与现场传授经验相结合的模

式，旨在筑牢安全意识防线，熟知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提

升专业技术水平。公司安排了由安监部、运行部和班组负

责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培训结束后，运行部对入职

人员进行了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考试，所有参训人员均

考核合格，并已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运行部进行了技术

摸底考试，对新员工的理论水平进行了评估。通过入职培

训，使新员工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企业文化以及岗位要

求有了基本的了解，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理论基础。       

    运行部经理姚雪涛对培训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要求新

员工要尽快转变身份、加强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持续进

步，与企业共成长，尽快融入到企业的发展进程中来。       

                 （文/图  王乐乐） 

经开发电人月刊 

    3月15日上午，赤峰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在党员

活动室召开2021年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会议。市国资委党

委委员、市纪委派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春祥、市国资委规

划科科长白曜维参加会议，支部书记王志刚主持会议，支部党员、

预备党员参加会议，党总支书记赵聪、副书记杨金友、组织委员王

玲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 

    会前，机关党支部认真贯彻学习上级党委部署要求，及时召开

了支部会议，研究讨论支部组织生活会工作方案和流程，坚持统筹

安排、有序推进，为开好支部组织生活会做足准备。会上，支部书

记王志刚代表支部委员会向党员大会作报告，通报党支部委员会查

摆问题情况，并代表支委班子作对照检查。支委委员、党员依次对

照新时代合格党员标准、对照入党誓词、对照革命先辈和先进典

型，对照实际党性分析等，深入查摆在政治、思想、学习、工作、

能力、纪律、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刻剖析原因，明确

整改措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还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开展

了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共评定出“优秀”等级党员7名。 

    在听取各位党员发言后，李春祥书记对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的召开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本次组织生活会的召开，公司重

视、准备充分，同志们之间坦诚相待、直面问题，相互批评直截了

当，达到了加强团结、相互提升、共同进步、促进发展的目的，起

到了较好的效果。李书记对支委班子及全体党员提出五点希望：一

是要着力强本固基，在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二是要着力问题整

改，在立行立改上持续用力；三是要聚焦于发展，在融入全局上持

续用力；四是要着力常态稳固，在行稳致远上持续用力；五是要把

企业当家一样，廉洁自律，严格把控，全体党员凝心聚力、积极进

步，为把支部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而努力奋斗！ 

                    （文/彭皓 图/闫广奇） 

 

 

    为响应号召、促进发展、做好2022年开年工作，公司紧

抓节能减排，“深研”盯效益，促进管理效益双提升，牢牢

把握开年主动权。 

    在各个行业消耗能源的统计中，火电厂是居于首位的，

其煤炭损耗量高达50%甚至以上，又因为煤炭资源消耗量极

大，并且利用率低，所以要求我们必须节能减排，对生产环

节进行优化，降低能耗，从而提高火力发电厂的经济效益。

本月运行部各专业、班组围绕节能、降耗这一主题，进行了

多次安全大检查活动，找缺陷，寻隐患，定措施，降能耗。 

    在做好安全检查、机组检修等各项工作中，持续紧抓降

本增效，在煤耗、电耗、水耗等多方面做文章，积极与电力

行业同类型机组主要能效指标、运行参数、机组启停、设备

管理与可靠性进行分析对标，准确寻找影响机组平稳运行的

病因，并及早诊断，对症下药，进而提升机组性能指标与健

康指数。通过节能降耗、提高机组运行效率，奠定年度利润

基础。      （文/武朝政  图/武朝政、李守龙） 

    为进一步增强职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和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夯实

安全生产基础，根据公司《2022年度安全培训计划》，3月9日，发电

公司组织开展2022年度全员安全培训，本次培训特邀赤峰市防灾救灾

中心副主任宋玉娟老师进行授课，旨在以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为出

发点、防范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为着力点、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为立足点，为公司安全生产持续向好助推助力。 

    为确保本次全员培训取得实效，发电公司扩大参训人员范围，将

各承包商专业负责人及以上岗位人员也纳入本次培训，共计100余人

参加培训，为提升广大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次培训是全面贯彻落实发电公司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的指路

灯，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员安全意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为

完成全年安全生产工作目标打好基础。培训内容丰富、知识面广、切

合实际，涵盖了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岗位

职责、操作规范、安全监护管理、应急处置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及常见

隐患如何处理等方面的内容，阐述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并结合近年来

实际发生的事故案例，分析事故经过、原因和防范措施，使大家及时

吸取教训，切身体会到安全操作的重要性，安全意识进一步强化，培

训效果显著。 

    本次全员安全培训，既是一次安全管理知识的继续学习，更是一

次安全隐患排查、安全生产预防技术技能技巧的提升。参训人员纷纷

表示，要学以致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构

筑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文/图 张喜晨 ） 

——公司开展2022年度全员安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