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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黄金峡水利枢纽表孔坝段 2号
闸墩成功浇筑至顶，距离年底下闸蓄水目
标更进了一步。”8月4日，省引汉济渭公司
黄金峡分公司晏安平兴奋地讲。

进入中伏，天气格外闷热。在汉中洋
县黄金峡水利枢纽建设现场，塔吊林立，工
程车辆往来穿梭，数百名工人忙着绑扎钢
筋、焊接钢柱、浇筑混凝土。“我们采取昼夜
轮班施工，确保今年 9月份大坝右岸浇筑
到顶，实现大坝主体工程浇筑完成。”省引
汉济渭公司黄金峡分公司工程部部长马光
明对此信心满满。

虽然夏季高温、强降雨对工程建设不
利，但是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设仍然热度
不减。7月 30日，北干线管道 IV、V标首批
6根压力钢管顺利从山东运达施工现场，管
道安装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钢管内部温度接近 45摄氏度。为了
防止工人高温中暑，我们在施工现场及时
搭建了遮阳棚，避开正午高温期施工，确保
了工程整体进度不拖延。”省引汉济渭公司
渭北分公司副总经理任吉涛介绍说。

“我们采用全自动焊接技术，一台机器
每天可以完成一个焊缝的焊接，不仅节约
了成本，而且有效地保证了焊接质量。”引

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管道 1标项目负责
人张柯勋介绍说。

引汉济渭二期南干线神禾塬隧洞和少
陵塬隧洞分别长2860米和8625米，工程规
划采取盾构法施工。8月2日，工程采购的
土压平衡盾构机“奋进一号”在长沙工厂通
过验收，即将启运至工区进行组装调试，这
标志着该项工程建设即将进入全新阶段。

为加快二期工程建设，省引汉济渭公
司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工程一线检查督
导，全面梳理工程建设难题，督导参建单位
强化合同履约，确保项目能开尽开。“加快
稳步推进一期工程建设，千方百计促进二
期工程能开尽开、多开工作面，确保完成全
年投资任务。”省引汉济渭公司总经理董鹏
多次深入工程建设一线进行督导动员。

据了解，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累计完
成混凝土浇筑 117.13万立方米，完成设计
总量的93.5%，年底将实现大坝混凝土全线
浇筑至顶，具备下闸蓄水条件。引汉济渭
二期工程黄池沟配水枢纽黑河供水连通洞
已实现与黑河供水渠道连接通水；南干线
隧洞工程完成开挖支护 3359米；黑河倒虹
吸防渗墙施工完成，正在进行管道开挖安
装；渭河及泾河管桥桩柱正在加紧施工。
引汉济渭三期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
进，努力在年内开工。

□刘正根

战
高
温

斗
酷
暑

引
汉
济
渭
工
程
建
设
持
续
升
温

引汉济渭二期
工程黄金峡水利枢
纽建设现场。

目 前 ，由 中
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蓝田
县 灾 后 重 建 工
程——普华镇安
置区建设项目正
在 按 计 划 进 行
中。高温时，该公
司采取室外早、晚
两头施工，并随时
为工人们提供绿
豆 汤 等 降 温 饮
品。图为 7 月 29
工人在铺设楼层
管线。

□王忠义 摄

□南楠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8 日召
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强化粮食安
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
力，加大力度规划建设新能源供给
消纳体系。陕西是能源大省，为全
国各地发展提供着强劲动力，因此
要切实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责任，以煤炭为“锚”，抓好能源保
供稳价工作。

当前，稳经济措施带动煤炭消
费持续增长。同时要看到，煤电提
供了我国60%以上的发电量，今年
夏季高温、复工复产加速等因素推
动电力消耗增长，为保障现阶段电
力供应提出了新挑战。因此，保障
煤炭稳供稳价，对确保经济社会平
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保障煤炭稳供稳价，要抓住

“保量”和“稳价”两个关键。今年
前5月，陕西煤炭产量达3.02亿吨，
同比增长 6.07%，约占全国总产量
的 16.7%，煤炭供应保障能力进一
步增加。下半年，随着稳增长各项
措施的落地见效，预计我国的能源
消费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增长速度
和上半年比会有所加快。进入冬
季取暖期以后，电力、煤炭的需求
还会进一步增加。显然，要完成煤
炭稳供稳价这一任务，不仅要细化
分解保供任务，落实财税、金融等
支持政策，压实保供煤矿主体责
任，确保国家下达的日均产量任务
按时完成，还须在确保安全清洁高
效利用的前提下，优化煤炭企业生
产、项目建设等核准审批政策，积
极挖掘增产潜力，有效释放先进产
能。在此基础上，统筹好运力安
排，加强铁路、公路等各种运输方

式衔接，全面提高煤炭外送能力。
保障煤炭稳供稳价，中长期合

同是重要手段之一。今年以来，陕
煤集团带头执行中央和省上保供
任务，签订完成煤炭中长期合同
1.54亿吨。目前看，相关措施仍需
不断推进，不可轻易放松。一方
面，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对涉及
民生和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的用煤，
力争实现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确保
中长期合同价格执行到位；另一方
面，落实好煤炭市场价格监测制度
和生产流通成本调查制度，全面及
时准确掌握煤炭生产企业和产业
链各环节价格、成本变化，建立有
效的监督检查问责机制，严肃查处
投机资本恶意炒作和市场主体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
价格、价格串通等违法违规行为，
引导煤炭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

保障煤炭稳供稳价

□刘辉

近日，“2021中国新经济企业 500强
发布会”在西安举办。会议围绕“双链融
合与科技创新”主题，探讨了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对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以及如何引领新经济、创造新动
能、建设新陕西（西安）等话题。大会还
发布了《2021年中国新经济企业 500强
榜单》报告，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

“陕鼓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型
制造转型的过程就是‘双链融合’的过
程，企业发展至今，沿着创新链的时间轴
持续激发创造力。时间向前，创新向前，
产业链延展得更长、更新、更高端；同时，
在产业链不断拓展延伸的基础上，陕鼓
围绕每一个细分产业持续迭代创新，形
成了更新的创新链，从而推动产业链和
创新链由小变大，生生不息。”陕鼓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陕鼓动力董事长李宏
安在“转型·双链融合·高质量发展”主题
演讲中表示。

近年来，在战略聚焦分布式能源，深
化服务型制造转型实践中，陕鼓持续聚
焦服务项目的细分领域客户需求及变
化，扎实践行“要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
品找客户”的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起分
布式能源“1+7”业务模式，为全球客户提
供以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的
设备、EPC、服务、运营、供应链、智能化、
金融等七大增值服务。

同时，在新经济发展格局下，陕鼓紧

紧抓住“大转折促大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布局分布式能源四项长期业务，以技
术创新培育新动能，以机制创新激发新
活力，以业态创新构建新高地，以模式创
新共享新市场，呈现出先进制造业行业
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良好态势。尤其
是《“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的接连出
炉，提出了加快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
用，陕鼓在储能产业发展方面迎来了腾
飞时刻。

“储能是实现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迁移，它将难以存储的能量形式转换
为经济的、易于储存的能量形式，是分布
式能源、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高占比的
能源系统、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关键支撑技术。从能量释放的方式
看，储能可以分为储电、储气和储热。其
中，压缩空气储能更是比较理想的低碳、
大规模、长时储能技术。”陕鼓新市场总
监叶长青介绍道。

作为分布式能源领域系统解决方案
商和系统服务商，陕鼓充分发挥 54年来
的能量转换装备优势和能源基因优势，
围绕储能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取得了积极
成效。目前，陕鼓在压缩空气储能领域
技术和系统方案优势显著，拥有储能领
域必备机组压缩机组技术、膨胀发电机
组技术及储换热三大核心技术，并立足
低碳、大规模、长时储能技术的行业需
求，从客户压缩空气储能全流程视角出
发，以1+7系统解决方案为依托，运用5+
3+c（降碳）能效优化分析法，通过在电网
侧、发电侧、用户侧的实施，以“专业化+
一体化”的陕鼓储能技术和方案服务于
市场和客户，助力压缩空气储能产业新
发展。

如今，陕鼓在大空分领域自主创新
研发的全国产化空分机组系列产品，涵

盖 1万～15万标准立方米/时制氧装置，
形成了空分全领域全流程解决方案。空
分领域机组市场占有率近 80%。其中，8
万标准立方米/时等级以上大型空分机
组在国内外煤化工、油气化工等领域广
泛应用。

面向智慧城市、工业园区、产业新
城等产业链，陕鼓结合“双碳”背景下市
场提能效、降能耗、减排放需求，全面升
级能源互联岛相关技术，形成了面向零
碳目标的陕鼓“零碳+”能源互联岛研发
体系，将冷、热、电、风、水、废等各类能
源介质进行统筹规划，实现能源系统最
低能耗、最低排放。同时，陕鼓面向流
程工业产业链，在石油化工、煤化工、
钢铁等领域全流程能量转换设备进行
持续研发，大空分、大化工、大化肥、大
军工等核心装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
水平。

如今，陕鼓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行业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
动站、工程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
科技资源平台，拥有欧洲研发中心等 5
个海外研发基地，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 6项。其中，节能环保技术和产
品获得“国际十大节能技术和十大节能
实践奖”“世界制造业创新产品金奖”；自
主研制的轴流压缩机获中国制造业“单
项冠军产品”，产量达 2300余台套，居全
球第一；创新研制的全球最大、技术最先
进的AV140轴流压缩机组，居全球工业
压缩机领域全新高度。

与时代同频共振，陕鼓将研发创新
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正加快推进全球
首个氢能冶炼项目、全球最大顺酐项
目、西安高新开发区中央创新区能源
服务项目等一系列新产业、新市场项
目实施，助推产业升级，助力行业和社
会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双链融合”协同共振
创新赋能“质”造未来

——陕鼓全流程储能技术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而进

本报讯（王红敏）近期，宝鸡
凤凰山海螺水泥公司坚持党建工
作与生产经营同布置、同落实、同
检查、同考核，修订完善了党总支
议事规则和前置审议清单，有力
地促进了生产经营，实现了党建工
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

据悉，该公司每月召开党总支
和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破解制约
生产经营的突出问题，部署各阶
段重点工作，严格督察督办，全面

落实指标对标考核管理。今年 1
至 7月，共召开党总支、办公会会
议各 7期，研讨党建工作和生产经
营重大议题 47 项，办结率 100%。
为促进生产经营，形成党建工作
与生产经营齐抓共管、相互促进、
同频共振的良好格局，生产党支
部成立以共产党员领衔的降低煤
耗、水泥磨电耗、提高余热发电量
3个攻关小组，有效解决了生产运
行瓶颈问题和设备隐患，各项经

济指标明显优化。机关党支部在
水泥销售中，充分发挥党员敢啃

“硬骨头”作用，全力落实核心市
场增量方案，拓市场、抢份额、提
销量，保证了眉太、旬凤高速等国
家重点工程供货，为提升销量、缓
解回转窑运行压力作出贡献。生
产品质处经过多次争取，为公司
获得中小企业技改补贴 185万元，
中小企业超产超销奖金 15万元，
增加了公司效益。

15900吨采煤设备的9天“闪转腾挪”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450米超长智能化工作面回撤小记

□郭倩 李渊

“同行需用 15天才能完成的搬家倒
面作业，你们只用了 9天，创造了国内煤
矿领域 450米超长智能化工作面最快回
撤纪录，领先行业水平。”这句来自矿方
的赞誉，让神南产业发展公司职工自豪
不已。近日，该公司刷新了国内首个450
米超长智能化工作面回撤纪录。

以“担当精神”超前谋划

对于井下搬家倒面来说，井下空间
有限。在地下 300米处巷道里，15900吨
的大“块头”采煤设备“闪转腾挪”绝非
易事。

7月初，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内一派繁
忙，全面谋划小保当二号煤矿 132202工
作面回撤相关工作。“此次工作面回撤时
间紧、任务重，能否尽快完成，关系到小
保当二号煤矿今年原煤生产任务的完
成。我们要早计划、早安排、早部署。”该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乔少波这样强调。

作为国内首个设备回撤的超长工作
面，神南产业发展公司给予了高度重
视。为保证本次工作面回撤顺利进行，
该公司抽调精兵强将，与矿方多次沟通

协调，反复论证技术措施，精心做好回撤
前期准备工作。

为了创造更好的回撤条件，安排地
测人员在距离回撤通道 40米范围内打
探眼，确保在采煤过程中工作面底板与
回撤通道底板平整。

7 月 13 日中班，伴随着一辆辆特
种车轰轰的入井声，小保当二号煤矿
132202 工作面回撤的战斗号角正式
吹响。

以“严实精神”狠抓进度

小保当二号煤矿132202工作面回撤
是国内首个设备回撤的超长工作面，也
是该矿 2022年重点工作，回撤的速度和
质量对矿方正常接续和原煤生产任务的
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证回撤进度，神南产业发展
公司严格落实管理人员跟班带班制
度，必须跟班到点，现场盯防，现场交
接，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回撤
期间安全工作开展到位、管理到位、落
实到位。

当机头液压支架安全回撤至 1#联
巷时，1#联巷至3#联巷采空区顶板仍未
完全垮落，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公司领

导的警觉。安全生产调度中心随即入
井，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要求机头立即增
加一台掩护支架，采用四台掩护支架的
方式进行回撤，并在掩护支架后尾梁处
打一排连锁木垛进行支护，预防顶板突
然大面积垮落产生“冲击波”伤人。同
时，每班安排专职人员盯防顶板来压预
兆，发现压力显现立即组织人员撤离。
经过一系列工作部署与技术指导，保证
了此次回撤过程中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艰苦条件下避免了小磕小碰，仅用 3
天多就开始了调掩护回撤支架工作，刷
新了新的纪录。

以“团结精神”攻克难关

“神南产业的施工组织和回撤进度
让我们看到了行业的标杆，不但回撤进
度迅速，工程质量更是标准优质，不愧是
专业化团队，让我们见识到了‘神南速
度’。”矿方盛赞道。

回撤期间，神南产业发展公司凭借
着严谨的施工组织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安全顺利地完成了
此次工作面设备回撤工作，一举打破了
450米超长智能化工作面回撤纪录，深刻
践行了陕煤人的“四特精神”。

宝鸡凤凰山海螺水泥公司

“四个同时”让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发展

近日，由陕西国铁工程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绥
北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控制性工程——无定河2#
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梁体架设后顺利合拢，标志着该
项目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 □田家卫 摄

长期以来，长庆油田清洁电力公司开发项目部下大
力气尝试新工艺，全力以赴保障油区生产生活用电。图
为近日该公司靖边电力大队运维一班职工对新安装的
35-110千伏线路故障监测系统进行检查。 □俱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