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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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开发电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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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15日9时50分，随着富龙热力调度关

于停止供暖令的下达，标志着发电公司2021-2022年

度首年供暖任务圆满完成。 

    热网系统自2021年11月15日正式投入至供暖结

束共计完成供热量211.82万吉焦，实现热网系统安

全运行151天，期间供热参数无异常波动，机组运行

稳定，供热参数满足富龙热力要求值，接带供热面

积最多时达800万平米，将温暖送至千家万户。保供

期间，生产人员注重操作技能培训，熟练掌握热网

系统的操作和调整，加强设备巡检及时发现设备缺

陷，做到既要保发电、保供热，更要保安全，为高

质量供热提供可靠保障。 

    2022年1月26日18时37分电热变压器一次送

电成功，为我厂提高供热参数、增加供热面积提

供有力支持，自电极锅炉投运至结束，电热变调

峰电量完成7864.23万千瓦时，为企业创造了可

观的调峰效益、供热效益。 

    首年供暖任务的圆满完成，为生产一线员工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处置能

力，锻造了一线员工凝心聚力、吃苦耐劳的奋斗

精神，更加彰显了发电公司保民生、保供暖的社

会责任感。接下来公司将对采暖期各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对供暖期间遇到的技术问题进行整改

落实，对热网系统及电极锅炉系统提前进行检修，

为下一个供暖期的到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文/图  刘  彬） 

 

公司圆满完成2021-2022年度供暖任务 

生技部热控专业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深刻吸取2021年度全国重大

火灾事故教训，坚决预防和遏制火

灾事故发生，扎实推进公司春季安

全大检查活动，同时提高专业对辖

区内的火灾防控和初期火灾处置能

力，4月15日,生技部热控专业组织

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专项培训。 

培训过程中，部门安全员带领

大家观看了2021年度全国重大火灾

事故的相关视频，并结合实际案例

向大家阐述了火灾的危险、火灾的

预防、火灾的扑救、火场逃生、灭

火原理与方法、灭火器具使用、消

防安全设施使用、初起火灾扑救与

紧急情况处置等，重点介绍了公司

的火灾敏感区，工作中接触的易燃

易爆品和可能导致的火灾情况，厂

区的防火器材位置、种类等。培训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用

性和操作性，采用了组员问答和自

述的形式，力求做到了通俗易懂，

引导大家“知安全、想安全、会安

全、懂安全”，把日常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 

消防安全工作不可小视，只有

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才能将

火灾消灭于萌芽中。培训最后，热

控专工就消防安全工作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不但要掌握必要的消防安

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而且要时刻提

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二

是坚持班前会制度，总结前一天的

火灾安全情况，指出当天工作存在

的危险点和危险源，并采取积极有

效的防范措施；三是加强学习，严

格要求自己，增强对自己、对厂、

对家庭的责任感，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工作时对现场可能存在的消防

隐患应有清醒的认识，要提前做好

事故预想。 

      （文/曲鑫磊 ） 

 

继西安热工院技术监督现场

评价会议后，按照相关监督要

求，生技部继保专业组织了监督

会议并梳理了技术监督提出的相

关问题及整改措施。 

继电保护技术监督一般问题9

项，重要问题1项，针对技术监督

提出的问题，生技部经理庞志远

进行了工作部署，并就继保、电

测、电能质量专业技术监督中需

整改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要求，要

求持续开展技术监督动态排查，

并做好技术监督整改及月报上报

工作。 

目前，继电保护班组正逐步

建立健全设备台账，联系设计院

修改相关原理图及端子排图，将

现场具备条件的项目进行逐项整

改，做好试验记录、检修记录，

并严格按照整改计划稳步推进。   

     （文/杨艳华） 

1号机组在进入商业运行后，干渣

机冷渣斗发生浇筑料掉落的现象，严重

影响机组运行安全。为保证机组安全运

行，同时提前布置应对迎峰度夏工作，

工程部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周密开展1

号炉干渣机冷渣斗浇筑料修复工作。在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这无

疑是一项与时间、疫情赛跑的接力赛，

这对组织与协作是个很大的考验。施工

过程中，工程部锅炉专业对1号炉冷渣斗

进行全面检查，查阅了大量图纸和网上

资料，分析脱落原因，多次组织总包单

位、生产厂家、监理单位召开专题会

议，对破损、掉落部位制定修复方案，

并对施工过程及质量严格把关。通过一

系列措施的实施，目前，修复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修复效果明显提

高，已浇筑的浇注料成型和密实度明显

提升，修复过程派专人跟踪管理把关，

全过程监控修复工作，相信在所有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较好的效

果，为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在防疫工作方面，从施工人员出发

地到人员入厂，工程部安全员将防疫工

作做到实时跟踪，严格管控，认真做好

进厂前防疫检查。疫情特殊时期，坚决

不存有侥幸心理。对于不认真对待人

员，看似想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缩短检

查时间，实则是对自己及工作的不负责

任，也会造成潜在的危险。在部门安全

员的严格审查下，对不符合防疫要求的

人员进行反复教育。对所有入厂人员，

严格筛查所去地点，确认安全后才准进

入。 

责任，是一种想干事，能干事，干

实事，干成事的心态，是落实工作的标

准，是对自己、对公司、对社会的基本

要求。工程部将责任落实到人，将责任

尽职到底，为公司的未来尽职尽责。                

     （文/图 安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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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10日，我市松山区在“愿检尽检”中，发现1名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4月11日凌晨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运行部领导迅速响应公司应对疫情措施，召集未当值运行值班

人员迅速到厂隔

离，一 群 勇 敢 的

“逆行者”站了出

来，他们带着简陋

的生活用品，迅速

行动，全身心投入

抗“疫”一 线，24

小时禁足厂区，以

厂为家。他们坚守

岗 位，是 最 美 的

“逆行者”；他们以厂为家，是保供的运行

人…… 

    为了保障驻厂员工的健康防护和基本生活，

公司连续三天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每天有专人多次全范围消毒，实

行24小时值班制，在人员进出口处设专人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和检查登记工作；为每位员工做好体温监测，个人消毒工作，并详

细记录，确保消毒工作全覆盖、零死角，源头上杜绝病毒衍生及传

播。 

    在抗疫情保生产的关键时期，面对抗疫工作之难、住宿环境之

艰苦，运行部全员团结一心，以厂为家，他们吃着简单的饭菜，七

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消除了内心焦虑，放下了心理负担，轻装上

阵，以积极的心态继续投入抗疫保生产工作之中。     

    运行部的化验班是一支女职工占多数的班组，她们大多已为人

母，但在疫情面前，这支“娘子军”却能克服困难主动提出驻厂，

做到舍小家顾大家，塑造巾帼示范形象，守护着公司煤、水、油检

测的第一线。面对疫情封城，她们无所畏惧，工作有条不紊、认真

精细，清洗取样器皿、配药、取样制

样，再到煤样、油质、水质等化验数

据分析，经过反复检查保证着各项数

据的准确无误，保质保量的完成着各

项分析工作。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履

职尽责，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展现

出顾全大局的担当意识，为机组的安

全经济运行保驾护航，用实际行动诠

释“巾帼不让须眉”的化验班风采。 

    就是这样一群人，疫情来临他们却能坚守在公司安全生产的第

一线，无私奉献、扛责在肩、以厂为家，他们是发电公司最可敬、

最可爱的人。  （文/孙磊、石相菊  图/张春欢、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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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赤峰经济开发区发电有限公司召开党总支扩

大会议，对集中治理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开展

专题学习和专题研讨，会议由公司党总支书记赵聪主持，

党总支副书记杨金友、总支委员和各党支部书记、支委参

加会议。 

    会上，党总支副书记杨金友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各支部召开党员大

会传达学习党总支扩大会学习内容，要原原本本学、做到

入耳、入心、入脑。党总支各委员就集中治理党内政治生

活庸俗化交易化问题开展了交流研讨。 

    会议最后，赵书记指出，此次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交

易化集中治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

集中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要求做好专题学习、

研讨等工作。赵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十一

严禁”，签订“十一严禁”承诺书，真正起到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管住自己，摆正心态，党总支纪检委员和组织委

员要做好对各支部集中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 

                （文/图  刘文靖） 

 

 

 

    在厂区的道路上，总能看到这么一群人，头戴黄色安全帽，身

穿黄色工作服，这就是我们——运行人员，一个特殊而又强大的集

体。说我们特殊，是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在别人看来总是琢磨不

透，是因为不管白天黑夜你总会看到我们的身影不时出没于厂房。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我们已结束了一夜的疲

惫，谈笑风生地走出厂房，虽说每个人脸上都有倦容，可是我们的

心里却暖暖的，因为我们可以在通往回家的路上沐浴着和暖的阳

光，吃完早餐，美美地睡上一觉。静静的夜晚，当23：50的闹钟打

破深夜的寂静悄悄响起的时候，我们爬出温暖的被窝，洗漱完毕，

穿好衣服，因为我们上夜班的时间到了。当我们走进厂房，坐在盘

前的时候，我们精神百倍，因为我们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因

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疏忽，可能会引起事故。 

    我们对数据的变化特别敏感。第一次走进电厂控制室的人可能

会很好奇，一排人坐在电脑显示器前，他们到底在看什么？我们在

看数据，在分析数据，在寻找细微的变化。每分每秒，数以千计的

数据都在不停地变化着，我们却能从中寻找到细微的变化：“这个

点的系统周波变化了，注意负荷变化！”“看好环保参数，小心超

标！”……这是我们经常用来交流的语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们记住了所有数据的变化规律，看一眼我们就知道这个设备是不

是正常。我们会不停地点动鼠标，精心地调整，生怕出一点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随时准备着处理异常和事故。机组的运行

是动态的，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异

常出现，更不要提事故。可是当异常和事故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

会惧怕，我们会在值长统一指挥下明确分工、认真谨慎、有条不紊

地处理。时间长了，一个眼神、一个简短的交流，我们都知道彼此

需要对方干什么，这就是配合。 

    我们对自己辖区的设备情有独钟。当我们出去巡检的时候，我

们用手、巡检仪监测设备的温度和振动，我们的运行人员曾经触摸

出来的设备温度与仪表测量出来的数据惊人的一致，或许您会觉得

不可思议，可这便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对气味也很敏感，焦糊味、

柴油的味道、煤粉的味道、氨气的味道……我们一闻便知。 

    这就是运行人，一群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我们在自己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默默地为公司奉献着自己微不足道的力

量，在我们的身上有一种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会朝着

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目标而努力奋斗。 

    把最温暖的拥抱送给你们——我们的运行人！ 

                       （文/尹兆斌） 

    春末夏始，物燥天干。天气逐渐变得炎热，已经进入了火灾高发

季节。为切实落实公司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本着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原则，在5月5日发

电公司生产系统周安全生产例

会上，郭总就我司厂区至生活

区之间玉马输电线路间隔下的

干枯杂草清理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并要求发电公司生产系

统在保证机组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鼓励全体人员积极参

与，通过杂草清理工作，将安全隐患消灭于萌芽，全面筑

牢公司安全生产防火墙。 

    5月6日早会结束后，在公司领导郝总、王总、郭总的

带领下，发电公司生产部室、各外委单位人员迅速集合，分工明确，

大家带着手套，拿着工具来到除草区域分片区迅速展开除草行动，有

的拿镰刀割，有的拿铁锹铲，有的拿耙子耙，没有工具的人员有的直

接用手拔，还有的将铲下的草抱起运到路边。龙净公司、山东军辉公

司各出动一辆铲车，东一公司出动多辆电动车帮助清运杂草，大大提

升了工作效率。外委各单位人员的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

发电公司与外委标段凝心聚力，保障安全生

产的决心。虽然天气炎热，但每位参与的员

工都兴致高昂，分工合作，积极配合，充分

发挥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劳动精

神，使原本杂草遍地的间隔变得整洁。 

    通过此次除草行动，不仅使玉马输电线

路间隔下杂草得到清理，加深了发电公司与

外委标段的沟通交流，更强化了公司生产系

统每位员工的安全防患意识，将隐患治理人

人有责、人人守责、人人尽责的安全理念根植于心，为公司的安全生

产持续保驾护航。           （文/党春广  图/张鑫磊）  

--发电公司生产系统玉马输电线路间隔除草行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