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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作业，
确保高铁供电

上午10时，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来到作业现场时，接触网
工高川正和他的工友们站在8米
的高空上对设备进行精调。此时
室外温度高达35℃以上，经过长
时间高温炙烤，金属支柱上的温
度更是高达50℃。站在桥面上放
眼望去，轨面上犹如大蒸笼，阵阵
热浪扑面而来。

高川和工友们麻利地爬上接
触网支柱，脚踩接触网，拧动扳手
调整参数。高铁接触网导线高度
误差精确至毫米级，每一个螺栓
均需要使用力矩扳手按照标准力
矩紧固，接触网支柱上有40多颗
螺栓，且力矩数据大小不同，工人
们必须熟记每一处技术标准，一
颗一颗按照不同的“力道”紧固。
不到5分钟，汗水便顺着工人们脸
颊往下流，才一小会儿他们的衣
服就全部湿透。

“我现在需要把电气连接线
打开，检查里面的铜铝垫片是否
安装正确，因为一旦发生翻装，会
导致此处电器导通不畅，这里就
存在这个问题，我现在得马上处
理。”高川来到一处接触网支柱
下，他迅速戴上专用脚扣，爬上
8 . 5米高的支柱顶端进行精调，

在大家共同协作下，这个问题很
快被解决。

高川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如
果不在验收期间及时处理，当列车
手电弓经过时就会产生较大火花，
长时间“带病”运行，会烧损定位
器，严重时会导致高铁运行中断等
事故，所以验收期间他们不能放过
一处死角，发现问题尽快处理。

上午11时，室外温度已经达
到38℃，由于作业时间有限，他们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验收工
作，大家必须争分夺秒。“接触网
是沿隧道、轨道上方架设，通过与
列车车顶上的受电弓密切相连来
给列车提供动力的输电线路。”在
高川跟记者说这几句话的间隙大
口喝着水。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在
这样高温天气下作业，对体力和
意志力都是考验。记者站在桥面
上感觉脚底越来越烫。高川身上
的黄色工作服湿透又风干了好几

次，背后全是片片“云彩”。“高空
作业不方便上厕所，所以每次干
活之前都不敢喝太多的水，实在
热得受不了就喝一瓶藿香正气
水。”高川有些不好意思。

一寸寸检测，
2毫米的误差绝不放过

这水还没喝完，对讲机里便
突然传来呼喊声，在高空作业的

王堃发现了一处线索疑似发生变
形，由于用肉眼很难辨别，他立即
用对讲机呼叫高川和工长杨新
建。接到通知后，高川第一时间带
着工具爬上高空，杨新建利用望
远镜观察线索情况，指导两人作
业。凭借多年工作经验，高川考虑
使用平口螺丝刀模拟高铁受电弓
运行状态，对此处的线索情况进
行一寸寸检测，排查原因。

临近中午，此时天气已经达
到当天最热的顶峰，经过10多分
钟的反复检查，他们发现一个2毫
米的凸起。为了尽快解决这2毫米
误差带来的问题，经过讨论，他们
决定先利用水平测量尺检查线索
偏移方向，然后使用特有的正弯
器将线索恢复。紧张的工作后，2
毫米的误差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事后记者从工长杨新建那里
了解到，高铁接触线一定要保持
非常平顺，列车经过时才能正常
取流，当出现硬弯、扭曲这种物理
变形时，就要第一时间把它“捋
直”，让误差达到0。

在烈日下工作5个小时后，高
川和工友们验收了3公里接触网
线路，潍莱高铁还有半个多月就
要通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弥足
珍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夏添 通讯员

袁泉 曲宝骏

8月10日，“奥凯龙32”轮满
载7322吨铝矾土顺利抵达山东
港口东营港广利港区进行作业，
开启了东营港铝矾土转水业务
稳定上量新篇章。

今年以来，东营港围绕铝矾
土转水业务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坚决贯彻“任务不变、目标不减”
的总要求，通过培育大宗稳定货

源最大限度对冲疫情影响。
借助莱州港距离广利港区

海运距离短、海运费便宜等优势，
东营港积极对接客户，充分调动物
流资源，在保障全程物流费用不变
的基础上，压缩海运费用，为陆运
费创造更大的上调空间，吸引东
营腹地内的回程车辆。

同时，东营港不断优化生产

业务流程，提高作业效率和服务
水平，提出了“三个保障”生产要
求，在船舶进出港、人工设备和
疏港等方面全力保障铝矾土业
务顺利开展。目前，东营港铝矾
土转水业务已形成稳定吞吐量，
日均疏港量可达2400吨/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8月8日0时35分，华能山东
公司派出的151名专业技术人员
乘坐CZ3001国际航班自济南遥
墙国际机场飞往巴基斯坦拉合
尔市，去执行华能萨希瓦尔电站
运维任务。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蔓延。随着巴基斯坦气温升
高，华能萨希瓦尔电站面临疫情
防控和生产运维任务艰巨的双
重压力。

华能山东公司把保证萨希
瓦尔电站稳定运行和巴基斯坦
人民用电需求作为重要使命，组
织151名专业技术人员赴巴执行

电站运维任务，并对赴巴员工家
庭进行走访、建立帮扶机制。赴
巴员工代表表示，将践行华能

“三色使命”，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全力完成电站运维任务。

为保障行程安全，该公司
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首先
对所有赴巴人员出行前72小时
内进行了核酸检测，为他们配
置了完善的防护装备，要求全
程穿戴整齐。员工抵达巴基斯
坦后，用自有车辆点对点接送，
无缝对接、一站抵达。电站现场
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所有员
工到达电站后进行体温检测并

隔离观察，并对所有行李、车辆
采取严格消杀措施，最大程度
地降低疫情感染风险。

2017年，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仅用22个月零8天的时
间，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尔
市，建成投产了中巴经济走廊首
个大型清洁煤电项目——— 华能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2台660兆瓦
燃煤机组)，创造了萨希瓦尔速
度和萨希瓦尔精神。电站年发电
量达到90亿千瓦时，解决了巴基
斯坦全国四分之一的用电缺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白新鑫 通讯员 吕红芳

高温下，守护潍莱高铁的“蜘蛛侠”

山东港口东营港：铝矾土转水业务稳步增长

华能山东公司151名员工逆行出征巴基斯坦

8月12日，由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主办的第六届国企新闻
宣传“部长论坛”在大众传媒大
厦举行。来自国网山东电力、中
建一局山东分公司、中建八局
二公司、中铁十局一公司、山东
高速路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
气销售山东分公司等山东省属
国企以及中央驻鲁企业的新闻
宣传负责人先后发言。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总编辑廖鲁川、齐
鲁晚报副总经理矫娟与各参会
负责人做了深度交流。

“部长论坛”是齐鲁晚报倾
心打造的一项重点工作，旨在
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从2018
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举行了6
期，成为齐鲁晚报的精品活动。
论坛上，与会嘉宾紧紧围绕决
胜攻坚主题进行深入沟通，新
政策，新举措，新项目，相互借
鉴，取长补短，互融互促，共同
提高。

“新时期宣传工作需要新
的办法，所以我们要突破传统
的传播方式。”

“其实我们更需要熟练运
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平
台，也更要理清新闻本身的传
播途径。”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企业
新闻的深度报道，是对当前企
业宣传中的短板，在这方面我
们希望齐鲁晚报能给予更多的
支持。

“齐鲁晚报给我们提供多
种场景下的新闻报道选择，新
闻产品也非常丰富，值得我们
深度合作与学习。”……

近年来，齐鲁晚报主动适
应传播发展新格局，加快深度

融合转型，实施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双品牌战略，主阵地全面
向移动端转移，打造以智能化
内容生产、智能化大数据应用
的智能传媒，以产品为主体，以
技术为引领，以数据为基础，与
用户建立新的连接，进一步提
升传播力和经营力。目前，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已经初步形成
集“报网端微屏”于一体、多元
化布局、新业态引领的技术驱
动的传媒业态新格局，在而立
之年奠定了主流大报和百年品
牌的基础。

作为“最懂山东”的客户
端，齐鲁壹点累计装机量3500
万+，日活用户60万+。曾荣获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力》杂
志2018年全国“稿源单位移动
端综合传播力榜”第四名，领
跑山东。

“齐鲁壹点现已实现600+
在线记者、稿件一键分发多个
平台、AI机器人实时服务的在
线化、智能化、智慧化新模
式。”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总编
辑廖鲁川说，齐鲁晚报通过产
品、技术、数据构建全网影响
力，通过新闻资讯、生活服务、
爆料互动等全时覆盖，通过内
容生产、商业服务、价值传递
等全方位运营。

在论坛召开之前，与会的
代表嘉宾专门参观了齐鲁晚报
融媒体中心，对于提升改造后
的融媒体中心给予了高度评
价，纷纷表示希望在多方面与
齐鲁晚报加强合作，以期取得
多赢局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朱贵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第六届新闻宣传“部长论坛”召开

初秋时节，胶东地区仍不时出现高温炙烤模式。在潍莱高铁验收现场，有一群人，他
们冒着酷暑顶着高温紧张地对每一处接触网设备进行检验。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来到青岛供电段莱西北供电车间在潍莱高铁的作业现场，跟随接触网工高川和他的工
友们体验了烈日下的“网上人生”。

产经资讯

日前，玫德乳山产业基地项
目签约仪式在乳山市举行。乳山
市政府与玫德集团签订了乳山
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
联手打造短流程智能制造产业
园区，围绕装备智能制造、工艺
创新、节能减排、环保治理等方
面内容，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全
方位的深度合作。

据悉，玫德集团计划总投资
20亿元，建设“规划设计一流、工
艺装备一流、环保治理一流、节
能减排一流、质量品牌一流、综
合效益一流”的短流程铸造生产

基地，依托乳山资源条件及产业
基础，对炼铁板块和短流程铸造
板块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扩建，
打造工业4 . 0现代化工厂。

近年来，乳山市抢抓威海助
力乳山产业突破机遇，围绕“3+3
+N”产业体系，加快培育“产业+
配套”“生态+赋能”的产业生态。
聚焦优势制造业，乳山市实行领
导牵头的“链长制”，建立起“一
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方案、一
套支持措施、一个专项基金、一
条龙企业联动”工作机制。围绕
产业链问题需求、资金需求、配

套需求、招商引资对象等清单，
着眼统筹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
新链协同发展，研究制定具体措
施。乳山市通过建立“一对一”专
班精准帮扶，引导企业与国企、
上市公司、世界500强等行业领军
企业开展合作，实施重点技术改
造，助推企业冲击新目标。

同时，牢固树立“产业为王、项
目为王”意识，开展招商活动，积极
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围绕青烟威、
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和日
韩、欧美等重点国家开展产业招商
活动，扩大招商引资成果。（于涵）

玫德集团落子乳山 20亿打造工业4.0现代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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