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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三年攻坚仨月，如期完成华能黄台电厂煤场改造工程

黄东联络线上的华能担当

2022年9月10日 星期六 A05济南

文/片 通讯员 王丽 徐域

历时三年，迎难而
上，促进三方共赢

“十三五”末，济南市规划路网
结构由“三纵四横”拓展为“四纵四
横”，高速铁路路网呈现“两纵两
横、一环双核”格局。与此同时，2018
年4月，济南市发改委组织济青高
速铁路有限公司和铁路设计院相
关人员，与华能山东公司及华能黄
台电厂沟通协商黄东联络线项目，
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论证事宜，
拟占用该厂煤场南侧区域。

华能集团公司及华能山东公
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华能集团公
司舒印彪董事长亲自批示并要求
华能山东公司不遗余力配合好联
络线项目改造。华能山东公司迅
速响应，多方协调联动，分期召开
三次专题会议，加快项目落实步
伐。“作为华能央企，要讲政治、顾
大局，越是困难情况下越要胸怀

‘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承担
应有的责任。”2020年5月，华能山
东公司王栩董事长在第一次决策
会议上坚定地说。

2018年7月至2020年9月，两
年多时间里，华能山东公司及黄
台电厂与济南市委市政府、济南
市交通局、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
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设计院等
多方积极沟通黄东联络线设计方
案。领导和专家们先后召开12次
协调会，铁路和电力系统专家深
入现场开展勘察和测量，科学制
定施工方案，反复优化方案，创新
采用新型技术，不断突破技术瓶
颈。历时27个月，几易其稿，终于出
具了一套科学完备、令双方都满意
的改造方案。在最艰难、最焦灼的
日子里，国铁济南局和铁路设计院
的领导及专家，与山东电力咨询院
的专家们通力合作，反复打磨方
案，以铁路安全运营为基准点，兼
顾发电企业生产流程、煤场规范、
空间布置、影响民生供热、设施安
全评估等方面，涉及电力安全及
铁路运营15个大项中的上千条技
术参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困难
被逐个击破，蓝图终于绘就。2020年
3月10日，济南市发改委召开“黄东
联络线优化方案研讨会”，确立了
最终改造方案——— 通过对华能黄
台电厂圆形煤场和条形煤场进行
防火改造，来满足黄东联络线防火
间距要求。同年6月，黄台煤场防火
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
召开，经过铁路系统、电力设计、消
防安全等相关行业众多专家的严
格审查，获得通过。

该项目占用厂南侧煤场区域，
影响煤场近一年时间的接卸、储
煤、上煤。煤场改造后，将使条形煤
场减少存煤量约5000吨，直接影响
企业的发电量和供热量，减少企业
的经济效益，但为了黄东联络线这
个山东省和济南市重要的民生工
程，华能山东公司及华能黄台电厂
站稳政治立场、立足发展大局、办
好民生“实事”，向济南市政府承
诺，积极配合联络线的修改要求，
确保黄东联络线按期通车。此次项
目改造既要满足发电企业正常储
煤，保障机组平稳运行，又要将原
有煤棚网壳结构全部拆除，重新设
计，采取防火措施。华能黄台电厂
在确定煤场防火改造方案后，立即
联络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进行改
造可行性研究，由于铁路线位置距
离煤场位置较近，曲度较大，改造
难度空前巨大，几乎无同类型设计
方案的经验可循。由于场地、客观
条件限制，突破煤棚网架设计施工
瓶颈，并不像建设常规煤棚设计那
么简单，条形煤场棚长258米，宽100
米，结构高度30米，影响面积190平

方米。据业内人士称，在同类型网
架中，其跨度之大、难度之高国内
罕见。黄台电厂施工人员发扬华能

“三千精神”，自行摸索设计方案、
派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提供技术支
持，会同铁路安全、电力设计、建筑
消防、煤炭管理等专家反复研讨，
2020年10月24日，煤场防火改造项
目方案的可行性研究顺利通过。

经过近三年努力，华能黄台电
厂终于拿出了一套让政府、铁路、
华能“三方共赢”的最佳方案。

攻坚仨月，心有担
当，“钉”在92个昼夜

时间来到2021年3月，该改造项
目进入施工阶段。

华能黄台电厂党委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党委书
记“挂图作战”，深入项目现场带头
组织推进，从安全、进度、质量方面
制定详细的目标计划，精心布局，
优化配置，对高空作业、交叉作业
等作业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组织
安全培训，不断加强项目施工与安
全质量管理。煤场项目部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增加人力加班
加点，抓工期、抢进度，齐心协力按
下煤场防火改造的“快进键”。

项目组牺牲休息时间，开启“5
+2”“白加黑”工作模式。施工期间
正值盛夏，济南市是出名的“火炉
城市”，“在现场出汗太多，需要大
量补水。2000毫升的超大运动水
杯，我们项目部门人手一个，每天
都要喝掉好几杯。有时怕流汗多
身体损伤大，就在杯中放点盐，补
充电解质。”项目经理秦强如是
说。酷暑时节，地表温度接近
50℃，煤场项目部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依然坚守岗位，承受着高温
“烤”验，脸颊被晒得黝黑发亮，全
身衣服被汗水浸透，用不变的使
命与责任构筑起坚强的“钢铁堡
垒”，保证了工程进度的实施。

抢进度的同时，华能黄台电厂
全力确保煤炭库存充足稳定，以实
现保电煤、保供热、保民生的初衷。
经过全厂共同努力，实现“生产、设
备、施工”的三方协同推进。通过精
掺配、稳接卸，全力提质增效，坚决
守好民生用电、用热保障线，做到
不限电、不限热。配合铁路施工，用
原有厂区道路给予地块支持，华能
黄台电厂为完成改造项目，多方协
调，联合行动。其中，条形煤场新增
防火墙项目，主要包括拆除该厂2
号煤场原有南侧挡煤墙，新建加装
防火板的防火墙以及相关网架、屋
面板的拆旧建新改建施工工程。为
了能够按期完成条形煤场的施工
任务，在厂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下，
项目部与施工单位多次沟通协调，
实时调整施工方案，增加施工人
员，增加援建施工队伍，多层次多
方位进行施工。防火墙的扶壁墙及
其梁的建筑施工，防火板的安装
施工，彩钢板的檩条檩托施工，彩
钢板安装施工渐次展开，200多人
的施工队伍奋战在火热的施工现
场。根据施工程序调配工作面，合
理分工，科学管理，从东到西31轴
至1轴30个跨工作面全面铺开分散
施工，各个跨度，从零米到18.6米标
高，钢筋工、木工、架子工、钢结构
工及电焊工，根据各自分工不同，
各负其责，交叉立体作业。

为确保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
项目部经理秦强带领项目部4名专
工及监护等人员，分成白班和夜
班，与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共进

退。项目人员全天候靠在条形煤场
施工现场，每天不管白天还是晚
上，全过程无死角跟进监督协调。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的午饭、晚饭
都在项目部板房内对付一下。烈
日下，没有人叫苦叫累，眼看着扶
壁墙每个跨度从绑钢筋，支模板，
砼浇筑依次完成，防火墙节节拔
高；每个工作面吊装钢梁，搭架
子，调内架，安装防护板龙骨，安
装防火板，安装彩钢板檩托板，安
装彩钢板檩条，安装彩钢板环环相
扣，汗水终于换来回报。

2022年7月25日，华能黄台电
厂条形煤场新增防火墙7-1轴顶
部扶壁墙及梁砼浇筑完成，标志
着煤场防火改造工程条形煤场新
增防火墙封顶大吉。这一重要节
点的如期完成，为防火墙防火板
安装及防护墙彩钢板安装打下坚
实基础。

条形煤场竣工后，施工难度更
大的圆形煤场仍在昼夜赶工。圆形
煤场的施工，自开工起便面临巨大
挑战，由于时间紧迫且任务艰巨，
更因为两个项目相距不足一公里，
人员众多工期紧张工作量大，才造
成施工的重重困难。为保证改造工
程可控、在控，项目能够按照时间
节点完成，项目部人员利用两个项
目进度的时间差，相互抽调，协同
作战；工期有限，他们就利用晚上
返回办公室的时间再组织碰头会，
统计工作进度，制定措施。通过随
时与外委单位、运输车队密切沟
通、积极协调，所有防火板材均按
原计划完成到货验收，抢回了滞后
工期，为按时完工保证黄东联络线
的安全调试运行争取宝贵时间。
2022年8月15日，黄台电厂两个煤场
改造项目主体部分全部竣工，至

此，该厂圆满完成煤场防火改造工
作，提前20天完成任务。

2022年8月22日，济青高速铁
路有限公司向山东公司发来《感
谢信》，感谢华能企业为黄东联络
线联调联试及后续运营安全作出
的突出贡献。

在过去的92个日夜里，该厂项
目部的人员记不清洒下多少汗水、
攻克多少难关，终于迎来竣工的
激动人心时刻。华能黄台电厂党
委书记、执行董事鲁先超坚定地
说：“做好项目改造，保障黄东联络
线按期完工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
一项民生工程，我们务必在保障施
工安全、机组安全、保供安全的前
提下，把工作做实做细，扛起中央
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衣带渐宽
终不悔，展现“大国工匠”风采。

造福万家，胸怀大
爱，践行人民至上

华能黄台电厂煤场改造项目
的施工时间，适逢夏季5月到8月。
而这三个月，正是电力企业“迎峰
度夏”工作最吃劲、最关键的阶段，
统筹煤炭管理，合理稳定库存，确
保机组稳发满发，是保障电力供应
的重中之重，也是保障项目改造顺
利进行的首要前提。

今年6、7月间，用电紧张叠加
持续高温天气，该厂电煤消耗量同
比上升4 .8%。按照上级公司要求，
为保障民生，发电企业的电煤库存
数量必须要保持高位运行，方能保
证机组“迎峰度夏”需求。一方面是
项目改造的刻不容缓，一方面是保
供热、保发电的巨大责任，双重责
任在肩，华能黄台电厂立刻行动起
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
握大局形势，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
性，攻坚克难，乘势而上，与多方进
行积极沟通和协调。

黄东联络线项目规划的红线
位置，占压了该厂厂区南院长度近
700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的土地。
在得到历城区交通局道桥中心相
关负责人的协调通知后，华能黄台
电厂当即表态，全力支持黄东联络
线的建设，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相关
设施的拆除事宜。华能黄台电厂为
此拆除了厂区南院墙，移植了南院
墙内30余棵树龄超30年的大树，迁
移了管道、路灯、电缆、监控等设
施，妥善办理了土地权属的交接，
为黄东联络线项目贡献出了国有
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关键时刻，鲁先超多次到施工
现场督促，整改落实，解决实际问
题。项目部成员深受鼓舞，掷地有
声：“必须提升工作质效，从安全抓
起，定措施、抓落实，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持之以恒地抓好措施落实，保证
项目如期完成。”施工期间，保障
好机组的“口粮”是电力保供的重
中之重。于是，该厂下大力气、费
大精力，做好燃料保供控价，通过
优化煤炭接卸流程、强化燃料人员
操作技能等措施，提前做好厂内
优化接卸，将厂内接卸时间由原
来的6小时降低至4小时。

任重道远，砥砺前行。站在新
的起点上，华能山东公司及华能
黄台电厂将大力践行“二次创业”
的重大使命，以雄厚的底蕴、强大
的活力、恢宏的气势和崭新的姿
态，融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
去，中流击水，勇往直前，奋力谱
写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壮阔
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近日，在新建成的“黄东
联络线”上，从济南站发出的
首列试运列车平稳驶出，与华
能黄台电厂高大洁净、覆盖着
蓝白色棚顶的条形煤场和圆
形煤场近在咫尺，场面蔚为壮
观。这景致，对大多数人而言
或许是“轨道山东”境内平常
的风景线，而对于华能电力
人，却是历尽艰辛，数易其稿，
为保障“大山东”铁路规划做
出了巨大奉献，全方位展现了
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2022年8月25日，一封《感
谢信》呈现在华能山东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栩的案头。
这是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发来的，感谢在华能山东公司
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下，确
保了华能黄台电厂圆形煤场、
条形煤场防火改造工程如期
完工，全面保障了黄东联络线
联调联试及后续运营安全。

攻坚仨月，筹划三载；施
工改造，方案难定；疫情稍缓，
酷暑又来……说起华能黄台
煤场改造项目背后的坎坷与
艰辛，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华能黄台电厂圆形煤场与黄东联络线近在咫尺。

华能黄台电厂条形煤场防火改造工程现场。

华能黄台电厂煤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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