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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累 但更多的是顺利完成工作的喜悦
—电检公司赴鑫业开展 2 号主变 B 相抢修工作纪实
——
4 月 16 日，鑫业公司 2 号主变 B
相各项试验合格后，电检公司抢修小
组的成员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最后的收尾工作：对主变 B 相进行引
线接引、检查，清扫主变本体，清理工
作现场。至此，黄河鑫业公司 2 号主
变 B 相抢修工作顺利完成。
3 月 29 日，鑫业公司 330KV#2 主
变 B 相变压器发出轻瓦斯报警信号；
3 月 30 日，
黄河电力技术公司提取油
样，并进行简化、油色谱全套分析，初
步判断 2 号主变 B 相油中溶解气体
氢气、乙炔及总烃含量均超过注意
值，总烃中甲烷、乙烯含量较高，并根
据试验数据初步判断变压器内部存
在高温过热故障。
事故发生之后，电检公司迅速反
应，根据黄河公司《关于成立鑫业公
司 2 号主变停运期间维持安全生产
稳定工作组的通知》的要求、鑫业公
司《330kV2 号主变停运期间维护安全
生产稳定工作组第一次专题会》的要
求，于 4 月 2 日召开了鑫业公司主变

抢修专题会。会议决定成立鑫业 2 号
主变应急抢修领导小组和应急抢修
项目部。应急抢修领导小组由电检公
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担任组长，副
总经理担任副组长；应急抢修项目部
由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安全主管、
技术主管、电气班、机械班组成，共 18
人。会议还明确了相关职责，对应急
抢修提出了具体要求，相关各部门保
证全力配合此次抢修工作，并做好抢
修期间公司安全生产稳定运行。
会议结束后，工具车、净油车、空
气干燥车等抢修车辆及 18 名抢修队
员迅速在电检公司办公楼前集结，由
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刘文元亲自
带队，前往鑫业公司，开始了此次抢
修任务。
任务开始前，电检公司应急抢修
项目部积极开展鑫业公司一次系统
图、2 号主变安装图、2 号主变出厂报
告、2 号主变 B 相试验报告、施工设备
操作说明书等资料的收集工作。同
时，与黄河公司专家组成员进行广泛

鑫业电解系列手机“微报修”
实现维护报修全过程管理
鑫业公司电解系列原有设备故障管理
要求设备出现故障时进行电话报修，并在
交接班记录本手工记录故障，人工统计故
障时间，整个过程人员投入精力较大，并且
无法全程监督，近期，鑫业公司电解分厂依
据“互联网 + 工业管理”模式，根据自身特
点，通过多方努力，在电解系列推出了“微
报修”
管理。
目前“微报修”主要用于电解系列关键
设备的故障管理，通过建立了“微报修”公
众平台，将所有天车操作工、检修工以及管
理人员加入到了电解系列报修平台，运行
中天车出现故障后由天车操作工在“微报
修”平台中按规定格式进行报修，检修工在
“微检修”APP 软件中接到报修后进行点击
“受理”，检修工处理故障后点击“修好了”
确定故障处理完毕，并填写使用备件信息，
天车操作工进行维修评价。
手机“微报修”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报修
工作单点静态的特点，让报修过程变得透
明可控，设备管理人员可随时掌握设备动
态，并且报修、受理、维修完毕都有自动的
时间记录，并可月末导出故障信息，可确保
故障时间统计的正确性，减少统计工作量，
同时报修人、检修人都为实名制，附手机号
码，可避免后期出现问题后的推诿，此外，
手机“微检修”APP 中可实时显示“新报
修”
“待维修”、
、
“已修
好”
内容，便于管理人
员对故障内容、故障
进度进行了解，有效
提高了设备故障管
理。 （姜林 苏义鹏）

讨论，编制了《黄河鑫业公司 2 号主
变 B 相排油检查及处理方案》，明确
了人员分工、组织保障措施、施工流
程等，并对工作组人员进行了安全技
术交底，对工作现场进行了隔离防
护。
“开始排油”
“开始向 2 号主变 B
、
相内部输送干燥空气”……4 月 4 日
晚，鑫业 2 号主变 B 相间隔内，一番
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抢修小组的各
工作人员按计划就位，内部检查排油
工作正式开始。21 时 08 分，
测量 2 号
主变 B 相内部含氧量达 21.4%，
32 分
钟后，应急抢修工作组成员贾虎山、
张海宁和变压器厂家技术人员陆续
进入 2 号主变 B 相低压侧、高压侧进
行检查。
这一天的工作持续到凌晨四点。
大家虽然疲惫，但都神情认真，专注
地坚守在抢修一线。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匆匆收工，天色已蒙蒙亮，抢修小
组成员抓紧不多的几个小时，闭目养
神，短暂休息，用他们的话说，
“ 明天

一定要有一个饱满的精神迎接新的
工作”。
经内部排油检查后，电检公司应
急抢修项目部根据确认的故障点，用
最短的时间编制出 《黄河鑫业公司 2
号主变 B 相故障处理方案》，经专家
组讨论通过后，迅速投入下一阶段的
工作。先后完成了变压器故障点处
理、变抽真空工作、真空注油、热油循
环、配合变压器高压试验等工作。抢
修小组每完成一道工序都及时给专
家组沟通汇报，确保了抢修进度和质
量。
十五天的抢修工作中，令抢修队
员们最为难忘的，便是热油循环的几
天。92 个小时，
整整四天四夜，
队员们
24 小时轮流值班，持续坚守在岗位
上，直到 2 号主变 B 相油中溶解气体
各项指标全部正常，经专家组、厂家
技术人员、鑫业公司认可，同意开始
静止，
才进行下一工序。4 月的西宁，
本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却骤然迎来了
立春以来最严重的持续降温，夜里气

温一度低至零下 6、
7 度，
4 月 12 日、
13 日两天更是下起了雨夹雪。风、雪
像刀子一样刮在抢修队员的脸上，在
室外滤油，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冻得
手脚僵硬，由于低温的原因，工作也
进行的相对缓慢，即便如此，整夜没
有合眼的队员们也没有任何懈怠，积
极克服苦难，跺跺脚，捂捂手，
“ 坚持
就是胜利”
，队员们这样互相鼓励道。
电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高度重
视这次抢修工作，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刘文元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负责协
调、指导抢修工作。公司总经理林原、
副总经理吴建华也赴现场详细询问
相关情况，检查工作，并对抢修队员
表示慰问。
4 月 16 日，连续奋战了 15 天的
队员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了回家
的路。
“虽然累，但更多的是顺利完成
工作的喜悦”
。经过短暂休息，他们又
将奔赴共和多能互补 1000 兆瓦光伏
电站和各水电站，继续坚守在各自的
岗位上。
（孙悦）

电检公司在共和光伏安装现场开展授旗活动
4 月 18 日，
塔拉滩上一
片风和日丽，电检公司共和
多能互补 1000 兆瓦光伏电
站机电安装现场，
“ 党 员先
锋队”和“青年突击队”授旗
仪式正在举行。电检公司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副 总经
理、财务总监、团委书记、相
关部门负 责人 及项目 部党
员、团员代表参加了授旗仪
式。
活动中，电检公司执行
董事、党委书记和副总经理
分别为“党员先锋队”和“青
年突击队”授旗。希望他们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个人
理想追求、聪明智慧与汗水
融入到 工作 中去 ，凝 心 聚
力，不断掀起大干高潮，确
保按期完成发电目标。
“党员先锋队”和“青年
突击队”代表接过旗帜，并
表示将 立足 本职， 坚 守 岗
位，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发
扬特别 能吃 苦、特 别 能 战
斗、特 别能 奉献 的优 良 传
统，迎难而上，勇攀高峰，成
为机 电安 装工 作中攻 坚 克
难的中坚力量。
孙悦 摄影报道

积电加强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李洁)为落实外包工程业主“四项安
全责任”，积石峡发电分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外包
工程项目开工前的审核流程，制定了从确定项目
负责人、承包商安全资质审查、施工人员资质审
查、方案及三措、培训及交底、工作危险分析、资
料整理、工程项目检查监督计划、安全监督反馈
表、施工车辆及人员等 15 项审核流程表单，按顺
序逐项审核，起到了保障安全的作用。
积电还制定了 JHA/JSA 使用情况、施工现场
文明生产情况、施工用电情况、动火作业情况、个
人防护情况等 19 项内容的检查表单。安监人员每
天对外包工程项目作业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对危
险作业进行旁站式安全监督，对作业中的不规范
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对存在违章现象的外
包工程作业进行停工整改，对存在不安全苗头的
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约谈并形成安全措施要求
及保障书面记录，
从而加强了安全预控式管理。

本报讯（江昌配）电检公司于 4 月 18 日在共
和光伏项目部召开共和 1000MWp 光伏电站机电安
装
“6·30”
专题会。
会议对影响 6·30 发电目标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现场协调，
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会上，电检公司领导明确提出将下一步的工
作思路调整到“升压站→汇集站→集电线路→子
阵”上来，并从加强施工组织策划、组织保障、物
资设备保障、车辆及后勤保障、质量管理、安全管
理、外协项目管理、信息沟通、工程结算和成本控
制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计划方案，为确保
工程“6.30”发电投产目标奠定了基础。

4 月 18 日，创盈公司组织干
部员工 40 多人到寺沟口电站进
行了一年一度植树活动。
十点整，阳光 明媚，员 工各
个热情高涨早早来到电站，来不
及歇歇脚便带着手套、铁锹赶到
了种植地，活动现场醒目的“绿
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横 幅及
“岗位就是责任、党员就是旗帜”
的旗帜激励着每一位在场员工。
有的人搬树苗，有的人挖树坑，
有的人培土浇水，分工明确一场
如火如荼的植 树活动紧锣密 鼓

的进行。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
经到了十二点，大家吃过简单的
午饭，很快又投入到战斗中，培
土，浇水，一颗 颗小生命静静的
屹立在那一大片沙石地上。不一
会儿，大部分场地已经被小树苗
点缀得绿油油的。经过一天辛苦
努力，终于将三百多颗小树齐刷
刷的屹立在 10 亩沙土之 上，全
场人员合影留念，植树活动圆满
完成。
包秀太 摄影报道

铝电解生产的排头兵
—记鑫业公司电解分厂工区长曹成才
——

在鑫业公司电解分厂，有一位名叫曹成才
的工区长，他身体单薄却皮肤白净，一双炯炯有
神的“小眯眼”在眼镜的映衬下使他看起来比平
时更加安静文雅，他言语不多却思路清晰，技术
过硬且注重实干。从 2008 年进入到鑫业公司的
那一天起，他就摸爬滚打在铝电解生产一线，踏
实工作、默默奉献、争创一流，通过 10 年的生产
实践，他练就了过硬的操作技能和良好的铝电
解生产管理经验，成为了电解分厂生产一线的
佼佼者。
见到曹成才时，他正在指挥车辆装运电解
质，忙碌的身影和含蓄的表情让人感到了一种
青海人的朴实和热情。采访中才知道，由于近期
生产任务重，昨晚曹成才大夜班跟班生产后没
有休息，夜班的职工们早已回宿舍睡觉，而曹成
才一早上吃过早饭后继续投入到生产中，记者
劝他休息一会，而他对休息两字似乎并没有听
进去，也看不出他的疲惫，只是微笑着说道：
“叉
车、装载机、农用车都已经提前联系到今天了，

本报讯（王群涛）宁电分公司于 4 月 19 日召
开了年度第二次安委会，主题是推进安健环体系
及 HSE 提升工作。
年初，宁电分公司确定了 2018 年安健环体
系及 HSE 提升工作目标：
“2018 年安健环管理体
系达
‘三钻’，HSE 提升工具固化率达 100%”
。此次
会议明确了实现年度安健环体系目标的八项措
施、2018 年的七十九项主要工作任务并按相关
职责进行列表分解。
会上，对照建设指南及评估标准完善各岗位
责任制、制度文件修编等基础工作，包括十四个
单元五十五个要素所涉及的内容，固化 HSE 二十
五个提升项，规范部门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安全
管理水平。

电 检 召 开 共 和 1000MWp 安 装
“6·30”专题会

创盈公司完成寺沟口电站植树活动

电解质不及时拉运就会越
堆越多，最近是生产紧急
状态，没事儿”。
不忘初心，鏖战电解
一线。从学校进入到生产
现场，曹成才对眼前一排
排的大型电解槽充满好
奇，对自己今后的工作信
心满满，虽然电解工在许
多人看来很辛苦，但是曹
成才看见厂房内现代化的
各类设备设施，了解到鑫
业公司电解系列先进的工
艺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
他决心要在电解工这条战
线上打一场持久战，把自
己冶金专业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自身的工作当
中，在工作中实现真正的成长进步。
带着自己的初心，曹成才在电解工岗位上
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路，这样一干就是 3 年。在
这 3 年里，曹成才将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
作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找准落脚点,以解决生
产实际问题为突破口，专盯生产难题，专找瓶颈
问题，在工作中积极发挥专业技术人员活学活
用的优势，快速地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掌握
了较为科学规范的操作技能，同时这 3 年的电
解工工作经历使曹成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
变，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好的规
划，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成长进步。
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曹成才利用业余
时间认真学习行业新知识、新技能，密切关注行
业新工艺、新技术,在工作中时刻保持着与时俱
进的精神状态，并将自己的所学所做认真传导
给身边的同事，让同事们在工作中找到乐趣，让
工作变得更加有意义。

宁电推进安健环体系及 HSE 提
升工作

吃苦耐劳，敢于克服困难是曹成才日常工
作的真实写照。2017 年，曹成才所在工区电解槽
出现化炉帮和伸腿现象，电解槽整体电流效率
低下，槽况不平稳，槽内铝水平下降明显，多年
的生产管理经验使曹成才深知这种现象的严重
性。一边要组织好整个工区的生产运行工作，一
边要在保证安全平稳生产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措
施改变电解槽况，那段时间里曹成才上班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电解槽旁，细心观察，反复
琢磨，结合自身专业技能，曹成才从电解槽的下
料着手，首先保证工区电解槽的下料均衡，并在
日常生产过程中及时掌握 46 台电解槽炉膛情
况和槽内铝水平，针对个别槽况差异较大的电
解槽及时从技术条件入手，采用合适的分子比、
槽温、两水平等措施改善槽况，保证槽况短时间
内趋于平稳。2017 年 8 月份开始，
在一系列措施
的长期实施下，曹成才工区的电解槽况有了明
显的好转，整体铝水平恢复到了 25cm，电解槽
内部的在产铝水平有了明显的上涨，槽况的整
体改观也从根本上促进各项指标的提升，保证
了全年生产任务的完成。
多年的电解生产工作练就了曹成才较高的
操作技能和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只要有问题，
曹成才一定会找出原因加以整改，只要有困难，
曹成才一定会改变方式方法加以解决。为进一
步提升工区职工整体工作水平，曹成才根据生
产实际，结合分厂生产管理规定，详细制定了小
组考核制度，并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
改，用最实际的制度来加强人员管理，并通过现
场培训，让每位成员在自查存在的问题同时严
抓操作质量，从多种渠道广泛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因人制宜，因槽制宜，使班组成员的思想素
质有了很大转变。
电解槽是鑫业公司生产运行的核心，也是
降本增效的重点区域，电解系列的降本增效，不

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需要持之以恒、动脑筋、
下功夫。去年来，针对鑫业公司扭亏脱困的重
任，曹成才在生产运行中时刻将降低能耗物耗，
降低生产成本摆在前面，把降低电耗和碳耗作
为两个主要突破口，采取各种细微的措施，从边
边角角降成本。
为了切实降低电耗，曹成才根据日常生产
情况因槽制宜，逐台分析，反复论证，以保持好
技术条件、提高操作质量为基础，在不影响电流
效率的前提下，将设定电压降低到最低限度，进
一步降低效应分摊电压。同时为了降低电解槽
的无功压降，曹成才要求班班测卡具压降，每周
测端头压降，尽可能降低无功电压降。根据实际
生产情况加强打壳下料系统故 障的检查和排
除，杜绝电解槽发生长、重、短效应，通过一系列
措施，细化、强化、精化电解槽效应管理，降低了
效应系数，促进了电耗的降低，在鑫业公司扭亏
脱困的艰难时期，曹成才在生产管理中采取的
系列措施和独特的管理方法得到了分厂和各工
区的一致认同，也为分厂其他工区的降本增效
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据悉，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曹成才所在的电解分厂四厂房二工区
各项主要指标连续三年在分厂各工区中遥遥领
先，综合排名第一。
（记者樊发玺）

fen dou zhe

工匠担当
工作时最美的他们
—青铜峡水电站 9 号机组 B 级检修侧记
——
2018 年新春伊始，作为安全监督，我参与了
黄河电检公司宁夏项目部负责实施的青铜峡水
电站 9 号机组 B 修项目，50 多天里，与这支专业
团队的“工匠们”
一起全力以赴，共同忙碌在机组
检修现场。
点点滴滴之间，能深切感受到这些
“工匠”师
傅们虽然性格各异，
但质朴、简单，执着于工作的
态度却是相同，一起用行动诠释了
“工匠担当”就
是遇到工作不推诿、
不退缩，并且专业、专注的担
起责任的内涵。
于是，很想用文字定格他们工匠担当，工作
时最美的那些瞬间。
沈智强，机械分处水轮调速班副班长，本次
9 号机组检修水轮机、调速器专业工作负责人，
四十来岁，
面孔黝黑，身材消瘦，话不多，蔫蔫的，
像工地上的临工，可一工作起来，整个人就神采
飞扬了：
每天的工前会上声音铿锵地进行工作安
排、技术交底，安全提示，教科书式的话语，充满
自信与笃定；检修现场他娴熟、认真的用铁丝将
白布团绑扎结实来回在管路里拉动，
直到干净为
止，再细致地用白布把管路两端封堵，黝黑脸颊
洋溢着全心全意专注的平静，没有难啃的骨头，
只有精心雕琢“作品”
的投入与期待。
李光军，机械分处电焊班班长，一个素日皮
鞋锃亮，
衣着光鲜，头发有型的“老帅哥”，他工作
起来更像“玩儿”
：拿着割枪，割嘴喷射出笔直整
齐的火焰，一会功夫管路就断成两节，全是整齐
的割口和光洁的断面；拿起焊钳，嗤嗤啦啦的一
阵火花后，
一圈浅浅的银白色半球状熔斑就呈现
在眼前了，
亮铮铮的耀眼。他手中有团火，
心中也
有团火，这“火”燃烧起工作热情，力所能及的协
助水调班搬运管道、递扳手、拧螺栓、拆阀门，他
是最大拿的焊工，最有眼色的“小工”。
李康，机械分处水轮机调速班工作负责人，
是一个喜欢穿铅笔牛仔裤，紧身牛仔衣，身材纤
细的“小帅哥”
。帅哥的工作环境是不帅的，他主
要负责水车室部分的检修：潮湿、阴冷的环境，只
能跪式、趴式、蹲式的工作姿势，拆解接力器开、
关腔压力油管路及锁锭，拔除拐臂键、更换剪断
销……湿滑、冰冷的机械部件在手中来来回回，
白亮的照明把时间停滞，一身油腻灰渍工作服的
帅小伙散发出安宁专注的力量。
还有他——
—唐磊，发电机班副班长，还有他
们——
—都灏、安振平、王永峰、苟文俊……这些一
辈子对着水轮机、发电机这样庞大而又精密的大
型设备拆拆装装的人，一群普普通通的员工，遇
到工作不推诿、不退缩，并且专业、专注的担起责
任，把工匠担当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平凡人。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激昂文字，只是
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坚定、踏实，匠心独运，给时
光最丰盈的当下。
而此时，他们最美。
（乔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