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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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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担使命  砥砺前行谱新篇 

    征途漫漫从头越，奋楫扬帆向未来。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巩固和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公司各党

支部、党员鼓足干劲、凝聚力量、担当作为，公司

党总支在“七一”期间，开展了“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支部（党小组）”及

“先锋模范岗”、“红旗责任区”评选活动，并对评

选出的先进党支部1个、先进党小组2个、红旗责任区

1个、先锋模范岗2名、优秀共产党员6名、优秀党务

工作者3名予以表彰奖励。 

    表彰是使命的荣光，褒奖是奋斗的情怀。经公

司党总支全面考察，机关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

部。机关党支部在工作中忠实践行党员精神，创先

争优、关怀帮扶、服务一线，积极发挥堡垒作用，

被市国资系统评选为第一批“最强党支部”示范

点；生技党支部第三党小组、运行党支部集控党小

组被评为先进党小组，两个党小组

都是充满朝气的队伍，活跃在生产

一线的最前沿，钻研技术，引领示

范，将生产工作与党建工作有机结

合，在平凡的岗位默默奉献，充分

发挥着党小组的先锋精神；化学水

处理党员责任区被评为红旗责任

区，“这是红旗，更是责任”！ 

    本次表彰活动中，张立兵、魏

雷同志获得先锋模范岗称号。张国

清等7名同志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刘文靖等3名同志获得优秀党

务工作者称号。平凡中铸就伟大，

奉献中彰显赤诚。岗位普通，却用汗水耕耘出成绩；

工作平凡，却因勤劳获得了认可，他们每一个人在本

职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奋勇向前，始终

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牢记宗旨，坚定信

念，用责任和担当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历史见证壮阔的行进，时间镌刻坚实的步伐，

对101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奋斗历

史。通过表彰，希望各党支部、各部门、广大党员干

部和职工向身边的先进学习，用他们在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和各项工作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鞭策自己，用他

们在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不断创造新业绩的模范事

迹激励自己，以新的姿态、新的干劲、新的作风，共

同为经开发电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文/李小蕾  图/欧文冰） 

精心治理  用心管理  
———1号脱硫浆液循环泵房靓化提升工作圆满完成 

    随着夏季来临，正

是全厂靓化美化整改进

行时，也是提高车间美

化效果的最佳时机。灰

硫专业对灰硫系统进行

了统一策划，提升安全

文 明 生 产 工 作 拉 开 序

幕，继脱硫系统设备进

行刷油靓化工作高标准

完成后，5月中旬开始，

灰硫专业组织外委单位

福建龙净公司再次开展1

号浆液循环泵房全面靓

化提升工作。 

    本次靓化提升工作

以公司标准化提升制度

为标准，严格执行公司

安 全 文 明 生 产 各 项 制

度，通 过 制 定 靓 化 方

案、合理靓化工期、严

控施工工序、严格执行

验收标准等措施，确保

靓化工作高标准、高要

求完成。靓化工作主要

分为设备管道刷油、屋

内墙面刮大白、设备安

全警示标识喷涂等。在

福建龙净公司积极组织

配合下、灰硫专业精心

管理下，靓化工作有序

开展并于6月20日验收合

格。靓化后泵间内整洁

有序，室内窗明几净，

基本达到了公司安全文

明标准的要求，安全文

明生产环境得到明显的

提升，为后续2号浆液循

环泵房等区域安全文明生

产工作提供经验依据。 

  （文/图 薛岩礁 ） 

继保班全力推进玉马2线停电检修工作 

    6月20日上午7点，玉马2线按计划停电，在充分

总结玉马1线停电检修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保班提

早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于6月19日已将停电检修需

用的工具、仪器、图纸、备件、材料等准备齐全。随

着运行值班员停电完毕，继保班检修工作正式开始。 

继保班8人兵分三组，第一组在升压站检查PT、CT回

路，更换PT空开；第二组配合一次专业做断路器特性

试验接线；第三组在网络继电器室做线路保护试验。 

    夏日炎炎，气温高达36摄氏度。烈日下的升压站

下，一组爬上高高的梯子逐个检查CT、PT端子，紧

固、清扫、记录，细致而认真，汗水湿透了工作服。

二组负责断路器特性试验接线，一个个端子核对，丝

毫不能出现差错。三组在玉马2线保护屏前紧锣密鼓

的开展各项试验及技术监督提出的电压回路改线工

作，核对定值、采样、纵差保护校验、距离保护校验

等。为保证试验正确无误，三组成员分工明确、有条

不紊的核对每一项逻辑。经过继电保护班组每一名成

员的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下午4点30分完成了玉马2线

停电检修的各项工作，与计划送电时间提前了将近3

个小时，为保证下午7点玉马2线准时送电创造有利条

件。 

    此次检修工作的顺利完成，更好的保证了玉马2

线的安全可靠运行。同时，继保班成员专业技术水平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更能团结一致应对今后的各项

检修工作。            

                  （文/宁洁玲） 

1号机组部分疏水阀更换工作圆满完成     

助力机组顺利启动 

    自两台机组投运以来，主、

再热蒸汽系统两台手动疏水阀就

发生蒸汽泄漏情况。其中#2机组

右侧再热蒸汽右侧手动疏水阀的

蒸汽泄漏现象尤为严重，阀门泄

漏介质不仅影响机组经济性与安

全性，更威胁着现场工作人员的

人身安全。为保证1号机组顺利

启动和机组的长周期安全性、经

济性，经公司班子会议讨论决

定，对1号机组主、再热汽系统

手动疏水阀进行专项检查、分

析。各级管理人员不辞辛苦，提

早策划，成立了检查疏水阀治理

攻关小组，指定专人跟踪疏水阀

各零部件检验、检修工作，工作

推进井然有序。 

   经工程部汽机专工及相关专

业人员多次调研，发现现有疏水

阀的密封填料被阀杆磨损，阀杆

填料间隙逐步扩大，造成蒸汽泄

露，严重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

行。 

    此批次疏水阀存在质量问

题，经与制造厂家多次交涉后，

厂家同意将问题阀门更换符合行

业电站阀门规范的阀门，更换阀

门所需热处理、焊接及检验等相

关事宜均由阀门厂家负责，这一

举措为公司节省了大笔相关费

用。目前1号机组10台疏水阀门

全部更换完成，阀门到货验收、

材质复检、热处理检测等均符合

规范要求，为1号机组顺利启机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赵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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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2年东北区域电力行业“安全生产月”和“安全

生产万里行”活动安排，东北能源监管局于6月28日举办东

北区域电力安全大讲堂活动，公司根据文件精神积极落实，

总经理赵聪及各级管理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主题为“发电企业人身伤亡事故案例分析”，

通过近23年发电企业人身伤亡事故、事件统计分析，发电企

业人身死亡事故根源分析及有关国家、行业规定，发电企业

人身死亡事故新特点等六个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对落实安

全责任、强化安全管控、夯实本质安全基础以及做好隐患排

查等工作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培训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人

身和设备安全管理，保证做好人身和设备安全工作，持续开

展好基层一线员工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培训，提升作业人员

素质和安全防护能力，交流工作经验、筑牢安全防线，切实

压紧落靠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 

    此次培训讲座，通过系统的理论讲解，案例分析，提高

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强化了发电公司各级人员的

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能力素质，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

取得实效。下一步，公司将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安全监管，

切实抓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用实际行动促进公司的持续、

稳定、安全发展。      （文/图 张喜晨）  
    烈日炎炎，随着暑季日渐炎热雨水增多，高温和防

汛方面的隐患与日俱增，再高的温度也挡不住大家战高

温保生产的决心，运行生产人员时刻不敢放松，按照培

训要求，运行各值监盘人员与就地巡检相配合，对所有

设备设施逐一进行检查。因为坚信多一分认真少一分大

意，多一分干劲少一分守成，才会实现机组的安全稳定

运行。 

    部门积极开展师带徒帮扶指导和现场培训，逐步提

高培训效果，提升人员技能水平，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认真执行每期定期工作，对重大风险作业和易造成

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自查整改，强化源头治理，扎

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为机组安

全持续稳定，生产顺利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王泽东 图/徐靖博） 

    当闹钟打破深夜的寂静悄悄响起的时候，当你还在呼

呼大睡，梦中微笑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已经爬出暖融

融的被窝儿，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强迫自己睁大眼睛，

保持清醒，迎着月光，顶着寒风走向了工作岗位；当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当人们精神抖擞迎接新一

天挑战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刚刚掏出兜里的武装，卸

下满身的疲惫，开始了不分日夜的昏睡。他们是头戴安全

帽，身穿工作服，平凡而不简单的电厂运行人。 

    他们坐在电脑前淡定而又专注的神情，他们必须时刻

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们习惯了波澜起伏的曲线，习惯了红

绿交替的闪烁，习惯了分析着每一个数据的变化，精心地

调整，时刻准备着处理任何突发的事故。他们听着指挥，

完成着调度的命令，升降负荷，调整水位，增减煤量，控

制参数，他们都是一把好手，电厂里管他们叫主值，叫副

值。 

    还有那么一群人，只要在生产现场，不管走到哪里，

衣服口袋里永远装着几样东西——钥匙、门卡、手电

筒……还不忘左手一个对讲机，右手一个测振测温仪，琳

琅满目，沉沉甸甸。他们对自己辖区的设备情有独钟，这

里听听，那里看看，一遍一遍流连忘返。有时的他们还拎

着一个扳手，这儿拧拧，那儿转转。他们对声音，气味也

很敏感，一丝丝变化都逃不出他们的掌控，他们被叫做巡

检。他们游走在各个设备之间，有轰隆隆的磨煤机，有嗡

嗡的发电机，还有“热气腾腾”的汽水管道。 

    他们一起被一个叫做值长的人领导着，相互配合着。

他们分工明确，一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默默无闻、

兢兢业业，用高的标准、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保障着机组

的安全运行，书写着每一天的“安全记录”，这是一群可

爱的人。 

    这里是一个节假日不打烊的地方，这里有一群充满热

血的年轻人，他们过着一种白天黑夜颠倒的生活，这里是

电厂，他们就是电厂运行人。 

                (文/宋美丽 图/马振宇) 

暑季防暑防汛全力保生产 

星 光 不 负 保 供 人 

      

发电公司通过网络视频参加2022年安全生产月 

东北区域电力安全大讲堂活动 

经开发电人月刊 

     立足岗位职责，有效做好服务。机关党支部紧紧围

绕中心工作，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

机，丰富载体，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实际工作中来，积极

服务一线员工，切实发挥服务职能。支部与公司其他党

支部联合开展“我为职工办实事，带头修路暖人心”活

动，党员、干部齐心协力，借助铁锹、铲车等工具将公

司附近凹凸不平的土路垫平，为公司职工铺了一条“暖

心路”，缓解了职工出行困难的问题。根据一线运行值

班人员工作性质特殊的特点，为保障设备安全，支部在

党总支的领导与支持下，积极为运行人员提供送餐服

务，保障运行人员们既能吃上热乎饭，又能不影响机组

的操作与监控，同时还及时为运行餐室提供冰箱、微波

炉等，为运行人员提供舒适的就餐环境。 

    注重示范引领，弘扬先进力量。机关党支部在支部

书记的带领下，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开展的

“两亮三比”“两创两争”“光盘行动”中，主动作

为、积极进取，机关党支部所属的党员责任区等被评为

公司2020年红旗责任区荣誉称号，4名党员分别被评为公

司2020年度先锋模范岗、优秀党务工作者及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2名共产党员分别被评为国资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2名共产党员被评为2020年度党员示

范岗。曾先后被评为国资集团“最强党支部”、第一批

市国资系统“最强党支部”示范点，这就是2021年度先

进党支部获得者——机关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