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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电全力备战主汛期
电站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多杰太)进入五月份以来，公伯峡
水电站上游来水量较大，且随着夏天的到来降
水量也有所增加，公伯峡发电分公司要求运行
各值、各班组提前开展 2018 年的主汛期防汛
工作。
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确保主汛期不发生垮坝、漫坝、水淹厂房
等事件，公电各级人员加强对防汛制度的学
习，对防汛处置预案的演练，从而提高大家处
理事故的能力，防患于未然。各班组加强对厂
内设备的巡回检查和维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确保机组正常运行。
公电要求值守人员加强对上游水位的监
视，遇上游水位过高的情况及时汇报网调进行
负荷调整，
加强对故障信息的监视，
操作组加强
对全厂的巡回工作，提高巡回质量，发现设备缺
陷及时上报，
联系班组处理，
防止事态扩大。

西宁发电分公司用好“三大法宝”
为机组 C 修保驾护航

电检 公 司 调 试 中心 团 支 部 荣 获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荣誉称号

本报讯(张生娟)随着 1 号机组按照电网调
度计划停机停炉，西宁发电分公司 2×660MW
机组正式进入 C 修状态。为保证检修工作顺利
开展，按期完成各项任务，分公司物资与燃料
管理部运用“三大法宝”，全面推进机组 C 修工
作。
一是科学仓储。分公司超前部署，提前组
织专业人员对库房内物资进行梳理核对，对检

本报讯（肖凡）近日，共青团青海省委下发
了 《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全省优秀共青团员”
“ 全省 优秀 共青 团干 部”
“ 全省 五四红 旗团 委 ”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的决定》的文件，
公布了 30 个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电检公司调
试中心团支部荣获 2017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
支部”荣誉称号。

行 C 修物资的招标评标工作，C 修开始前物资
到货率已达到 90%以上。三是及时供应。分公司
对 C 修期间需要增加的备品备件及时加入到
月度采购计划进行采购，紧急需要的物资采取
紧急采购，全力配合 C 修工作的进行。同时，通
过 C 修协调会及时掌握 C 修各阶段工作节点，
联系供应商按时供货,从而保障了 C 修工作的
顺利进行。

西宁发电分公司开展氨站泄漏应急演练

鑫业公司科学研判市 场节
约采购成本近 700 万元
本报讯（孙秀红）日前，鑫业公司物资采购
部门科学研判沥青市场，积极与黄河公司沟通
协调，抢抓沥青库存量增多、价格下探的有利
时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加大沥青采购量，
最终节约采购成本近 700 万元。
今年 3 月份以来，随着采暖季的结束，沥
青生产厂家加大产量，准备满足限产结束后的
下游企业需求，但由于市场原因，下游采购形
势低迷，导致上游生产厂家库存量不断攀升。
针对这一情况，鑫业公司根据自身生产需求，
在采购满足生产需求量的基础上，增加采购
量，3 月底提前采购 5 月份生产所需沥青。在采
购过程中，鑫业公司与黄河公司紧密协作，科
学利用生产企业库存较高的时间段进行二次
谈判，使同品质沥青原辅材料采购均价较市场
价格降低 880 元 / 吨，成功减少大额采购成
本，为鑫业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助力降本增效
工作持续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所需物资进行提前盘点，将现有物资按照库
存、名称、型号、数量、存放位置等进行仔细 查
看，分区域进行科学摆放，妥善存储。二是合理
采购。为保证 C 修所需备品备件供应链，分公
司提前 2 个月组织生产人员提报需求计划，并
组织生产人员、采购员、仓 储员对所需物资进
行全面梳理，避免重复采购，造成库存积压。同
时根据各个备品备件的生产周期、供货周期进

5 月 23 日，西宁发电分公司织开展液氨储
罐泄露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注重贴近实战，对演

练过程精心策划，明确各岗位职
责，突出氨区危险点、困难点，注
重锻炼运行人员应急处 置能 力
和自我保护能力。
整个演练过程严谨、切实、
有效，通过事故演练，提高运行
人员迅速准确的应变能力 和事
故处理的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强
了运行人员对各类消防 器材 和
安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演练结束后，
参演全员现场进
行分析总结，
对演练中每一个环节
进行评估，
提出优化建议，
为分公司氨站安全稳定
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杨锐 蔡鹏 摄影报道

李电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慰问尕布村贫困户
5 月 23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工
作要求，
李家峡发电分公司组织党员、
干部 11
人到尕布村开展结对帮扶走访慰问活动。
在贫困户家中，
他们详细了解贫困户的
近期情况，
对贫困户的生产生活以及存在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了询问和记录，
同时对
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惠农政策进行了宣
讲，
并鼓励他们要勤劳致富，早日摘掉贫困
的“帽子”
。
孙慧琳 李新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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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智新）5 月
24 日，班多发电分公司组
织开展了防汛及水淹厂房
双盲实战应急演练，
此次演
练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完
全模拟实战进行。
演练以班多地区突降
暴雨，大坝左岸山体爆发
山洪泥石流为背景，由分
公 司 领 导 、 生 产 部 、HSE
部、综合部、经营部、应急
抢险突击队全员参与。对
应急预案中的汇报流程、
应急预警的响应、人员、物
资、
车辆到位情况、防洪封
堵情况、水泵架设排水情
况、保厂用、保坝措施、现
场应急照明、
通讯情况、以
及紧急救护、伤员转运情况共八项考核
点进行评估，查找防汛、水淹厂房应急处
置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进一步检
验和完善分公司应急机制，强化分公司
防汛办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检
验分公司防汛应急抢险突击队整体联动
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及应急处置能力，有
效应对汛期可能发生的局部暴雨及各类
防汛突发事件。同时检验并提高应急装
备和物资的储备标准、管理水平、适用性
和可靠性，强化电站防汛应急保障工作。

鑫业公司对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进
行专项奖励
本报讯（金岭 樊世魁）为充分发挥广大科技
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技术
氛围，鑫业公司对在 2018 年新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的 《一种燃烧炉及其内衬的制作模具》
《一种悬链检修异形爬梯》两项实用新型专利，按
照《黄河鑫业有限公司科研、技改、创新成果奖励
管理规定》对 11 位专利发明人进行奖励，奖励金
额 1 万元。
自 2017 年开 展知识 产权 梳理 申报 工作以
来，截止目前，鑫业公司共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权专利 10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2018 年一季
度申报专利 14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目。

光伏产业技术公司获得东川工业
园区专项资金资助
本报讯(杜娟)为鼓励东川工业园区各企业科
技创新，加大科研投入，东川工业园区经济和科
技发展局对具有一定研发能力，并具备科技成果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专项资金资助工作。
黄河水电光伏技术公司科技成果显著，承担
了政府及黄河公司内部科研项目 40 余项，申报
专利 95 项（其中发明 44 项，实用新型 51 项），获
得专利授权 38 项（其中发明 9 项，实用新型 29
项）。发表科技论文 49 篇，参与编制标准 20 项，
其中行业标准 9 项，
企业标准 11 项。以上科技成
果报东川工业园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评审后，获
得东川工业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资助 42 万元。

做好防汛安全与水电大发“两篇文章”
—陇电分公司防汛保电工作纪实
——
李素转
今夏以来，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加
大，陇电分公司盐八两站较往年将近提
早一个月进入大流量运行期，加之突发
雷雨天气和局地暴雨频发，使两站防汛
局势陡然紧张。
面对提前而至的大流量状况，如何
有效化解防汛压力为发电机遇、确保电
站安全度汛与机组稳定运行、实现汛期
水电大发？陇电分公司坚持安全防汛和
水电大发“两手抓，两不误”，全力以赴
抓防汛、保安全、强设备、促发电，打响
防汛保电“攻坚战”
，扎实做好安全防汛
与水电大发“两篇文章”。
未雨绸缪打好防汛“提前量”
安全防汛，贵在未雨绸缪。去冬以
来，黄河上游龙羊峡——
—刘家峡梯级电
站库区水位均处于较高状态。同时，据
气象分析，黄河防总预期今年汛期黄河
流域降水较往年偏多 0～2 成，防汛形
势总体严峻。
分公司针对今年黄河流域的防汛形
势，
立足盐八两站防汛特点，
未雨绸缪，
超
前布控，
于汛前做足了准备、
下足了功夫。
“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防为主、防重
于抢’的思想，树立‘防大汛、抗大洪、抢
大险’的意识，按照分公司防汛与大坝
安全管理工作要点，切实做好 2018 年
防汛度汛工作。”在 2018 年防汛工作会
上，分公司总经理冶海廷对做好今年防
汛工作反复强调、
严密部署。
按照防汛计划安排，分公司从防汛
管理、防水淹厂房措施、防局地暴雨造
成的危害、防汛物资、通讯保障、水工建
筑物维护检查、水位与压差监测八个方
面制定了 81 项具体检查项目和防控措
施，各级生产部门严格按照防汛计划表
逐项进行对照检查与落实完善，做到了
防汛“人员、管理、措施、物资”四到位，
确保了防汛准备无疏漏、防汛措施无空
挡、
防汛管控无死角。
5 月 10 日晚 18:00，
主管安全生产的
副总经理王勇刚到八站对防汛值班进行
应急检查，
电站应急值班人员迅速响应、
于半个小时内全部赶赴现场待命——
—这
只是分公司强化汛期值班纪律和应急管
理的一个缩影。分公司防汛领导小组或
组织各级生产人员对两站防汛工作情况
进行全方位、
地毯式的检查与整顿，或对
两站防汛值班情况进行突击式检查，通
过“明察暗访”
，不断强化防汛值班人员

和抢险队伍的防汛意识与防汛应急反应
能力。在此基础上，
盐八两站按照防汛应
急预案要求，针对两站防汛特点及时组
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为应对可能发生
的汛情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强化防汛意识、严肃防汛纪律、
锻炼防汛队伍的同时，分公司扎实开展
了防汛设备设施检查与维护：相继进行
了两站两岸边坡山体巡查、上下游水尺
校核、八站 6 号机厂房外排洪沟清理以
及两站汛前溢流闸门检查试提冲淤工
作，开展了起重设备、供排水系统、通讯
电话系统检查维护；尤其对盐站尾水左
岸边坡水下裂隙带进行摄像检查，对做
好下一步处理和安全运行奠定基础；及
时将八站闭式循环技术供水系统投入
运行，
改善八站坝前供水水质……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面对今年较
为严峻的防汛形势，分公司上下已然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着打一场防
汛保电的硬仗！
迎战汛情攻坚防汛
“清污战”
4 月 19 日傍晚，暴雨来袭，短短数
小时，盐锅峡、八盘峡电站所属地区降
雨量达 40 多毫米，暴雨冲刷着两岸杂
物涌入两站库区。放眼望去，两站库区
中大片大片的漂浮物连在一起，一眼看
不到边，漂浮物中还夹杂着大量的树
根、树干等，对机组的安全、经济运行造
成了严重威胁。
分公司在加强库区来污情况及拦
污栅压差监测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开展
库区漂浮物清理工作。由于坝前漂浮物
清理涉及临水作业、起吊作业，属于高
风险作业，危险性比较大，分公司编制
了盐八两站库区漂浮物清理过程方案
和“三措”，落实作业过程三级安全监
督，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培训及安规
考试，做好作业区域安全隔离措施。经
过一周的作业，盐八两站库区共清理污
物 1160m3，与此同时，两站还相继进行
了 16 台次机组拦污栅清污，共清除拦
污栅杂物 339.5m3，在大流量到来前，通
过对库区和机组拦污栅进行全面清污，
为电站安全度汛和机组稳定运行提供
了保障。
随着兰州市、临夏州区域内降雨明
显增多以及黄河上游来水持续增大，盐
八两站于 5 月 8 日起入库流量分别达
到 1400m3/s 和 1500m3/s 以上，两站均
进入大流量运行期，两站 16 台机组均
处于全运满发状态。
大流量的到来，也致使两站库区杂
物随之不断增多，迅速增加了两站机组
清污的压力；尤其八站上游支流湟水河
入黄口距八站库区仅 4 公里，且湟水河
流域内杂物量大，对八站机组清污工作

更是带来难度。
大流量以来，两站机组拦污栅压差
频频亮起红灯。5 月 8 日，盐站 2 号机组
压差越限，申请调度停机清污；11 日，
盐
站 1 号机组压差告急，申请调度停机清
污；5 月 14 日，八站 1 号机、2 号机组压
差不断增高……短短 20 天，一场又一
场机组清污战在两站大坝上轮番上阵。
为确保每次清污工作安全高效进
行，运行、水工、和维护人员提前办理好
工作票，做好安全措施；清污过程中，做
好外来施工队伍的全过程安全监管。时
值夏日，晴雨交替，不管是头顶炎炎烈
日还是冒着连绵阴雨，分公司生产人员
总能第一时间赶到清污现场，组织清污
工作有序开展；清污人员面对每次提起
的机组拦污栅上覆盖厚实的污物，用铁
锹铲、耙子刨、绳索拉，一点点将杂草、
树干、杂物等从巨大的拦污栅上清除下
来。分公司生技部和运维管理人员全程
监控清污过程，并于清污结束后将机组
迅速恢复投运状态。
据统计，自 5 月 8 日大流量以来至
28 日记者写稿时，盐八两站进行机组拦
污栅清污、抓污共计 11 台次，共清除污
物 227m3。
看似简单的数据背后，是分公司运
行人员严密监控机组状态、密切联系上
游刘电掌握水情变化、积极与调度沟通
配合的认真工作态度，是各级生产人员
快速联动、整体协作的有效执行力和加
班加点、不言辛苦的工作劲头！正是各
级生产人员的共同努力，才成功啃下拦
污栅清污这一块块“硬骨头”
，有效保障
了两站机组的安全运行与经济发电。
时时监控严细管理保安全
“八盘峡电站 27 日 8 时，上游水位
1577.47m，入 库 流 量 1514m3/s，发 电 流
量 1525m3/s，
6 台机运行……”
“ 盐锅峡
电站 27 日 8 时，上游水位 1618.99m，入
库流量 1213m3/s，发电流量 1414m3/s，
10 台机运行……”
这是在陇电分公司生产工作汇报微
信群中，
对每日盐八两站水位、
流量、机组
负荷功率、
上游刘电出库流量等水情数据
和机组运行状态等信息的即时通报。
以生产工作汇报微信群为平台和纽
带，是分公司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具体举
措。分公司领导、
各生产部门负责人和各
级管理人员，通过生产汇报群中发布的
电站各项安全生产信息，
最直观、
最及时
地掌控电站各个层面的安全生产动态与
第一手资料，并在群内进行各项工作的
请示、协调、沟通与任务下达等，快速协
调开展好两站各项安全生产任务。
入汛以来，分公司要求两站运行分
部，当上 游刘电出库流量达 1400m3/s

时，每 2 个小时报送水情和机组数据，
并随时报送天气预警、机组清污、与调
度联系等各项工作情况，确保电站防汛
期间全时段监控、时时掌握水库和机组
的运行状态。
与此同时，加强机组消缺和设备管
理，
在电站安全度汛中同样至关重要。两
站切实加强了设备运行管理和消缺维
护，及时做好水库水质、来水含沙量、拦
污栅压差测量，
密切关注机组轴承油位、
油温瓦温、
主变油温变化，
准确掌握油泵
水泵启停时间和启停间隔，时刻掌控设
备工况；
每天对全站机电设备进行测温，
定期和利用停机时间对发电机风洞进行
检查，根据设备工况、
天气情况增加机动
巡检次数；对出现设备缺陷或机组拦污
栅压差增高，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消缺，始
终保证设备的健康稳定状态。
在确保电站安全度汛的各条战线
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级安全生产人员时
时忙碌的身影，他们每天分赴在电站的
各个生产区域，在安全监督、大坝清污、
机组消缺、设备运行、水工观测等生产
现场，为保障电站和机组的安全稳定运
行扎实地工作着、
奉献着。
优化指标深挖发电潜力点
5 月 10 日下午，刘电出库流量增加
至 1450m3/s，
八站上游福川电站出库流量
为 140m3/s， 造 成 八 站 入 库 流 量 达
1600m3/s，
同时黄河公司集控中心通知龙
羊峡出库已达 1000m3/s，
并且后续还会增
加，
要求盐八两站做好水位控制工作。
分公司领导接到水情信息后第一
时间安排，要求盐八两站运行联合调
度，确保大流量能顺利通过，尽量避免
弃水。接到命令，盐八两站值长密切联
系，同时与福川电站和刘电随时联系互
通信息。一方面，做好提门弃水操作票
和各项准备工作以及相关事故预想，另
一方面，多方协调掌握八站上游电站水
库水位情况，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
水位在安全汛限范围内。
经 过 盐 八 两站 运 行 及 时 联 系 、沟

通，主动向省调、集控中心汇报出、入库
情况，积极联系省调调整负荷，并与上
下游电站及时通报，进行联合调度和调
整，化被动为主动，在八站下游河口电
站和柴家峡电站均提门弃水的情况下，
成功避免了八站弃水情况的发生，在今
年抗汛保电的战斗中打了漂亮一仗。
而分公司围绕安全度汛和水电大
发的管理和实践远不止此。
“当前大流量
状况下，
如何管控和优化各项指标？”
“还
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大
流量机遇提高机组发电量？”
“汛期设备
消缺工作怎样才能提高效率？”……5 月
23 日，
在以
“汛期电站安全经济运行”为
主题现场办公会上，总经理冶海廷、党
委书记任德宁、副总经理王勇刚十分犀
利地向盐八两站生产管理和运维人员
抛去一个个问题。
以安全为前提，
优化运行指标，
提高
电站发电效益，
是分公司做好汛期安全运
行和经济发电
“两篇文章”
的核心所在。按
照分公司年初制定的《2018 年经济运行工
作方案》，各级生产人员加强与调度以及
上下游电站的沟通，
通过努力提升机组运
行水头，合理安排机组运行方式，不断抢
抓大流量机遇、
力争多发电。但大流量造
成机组拦污栅反复拥堵、
来水含沙量增高
造成机组部件磨损缺陷增多等情况，
成为
汛期影响机组发电效率的困扰和难题。
现场会上，
分公司领导紧
盯机组清污和
设备消缺强调，
一是提升拦污
栅清污效率，各
部门要紧密配
合、优化固化清
污工作流程，做
到准备和计划
到位、联系和协
调到位、人员和
设备设施到位，
充分利用新能
源消纳和刘电
调峰时机开展

机组清污工作，尽量缩短拦污栅清污工
作时间，确保机组在调度允许的时间内
尽快归调、投入运行，提升机组利用率；
二是加强设备缺陷管理，运维人员要进
一步熟悉设备，
对设备参数、
运行状况等
熟知熟记，当发生缺陷时能够迅速反应、
制定消缺方案、
组织消缺，
提高设备消缺
质量，
缩短消缺时间，并对大负荷期间缺
陷设备进行重点跟踪巡回，为提升机组
运行效率奠定良好的设备基础；三是抢
抓时机，利用低谷停机时间，
及时对停机
设备状况进行检查，抓紧进行设备消缺
和机组清污工作，
消除机组运行隐患，
提
高设备健康水平。在确保设备健康运行
的基础上，各级生产人员要严格执行调
度命令和“两个细则”要求，控制好上游
水位、机组运行水头、耗水率、厂用电率
等各项指标，
确保指标最优化，
从而有效
提高电站的发电效益。
这既是在当前防汛保电工作中，对
问题的再剖析、对措施的再完善，也是
对做好下一阶段防汛保电工作的再动
员与再部署。
汛期在继续，
抗汛保电的工作在继续！
分公司全体员工以守土有责的责
任感，又继续投入到防汛保电的第一
线，上下一心，共同发挥好持续作战、艰
苦奋斗的精神，齐心协力打好今年防汛
保电的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