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
智能开采促生产
严格管理稳产能

深冬，焦煤集团沙曲二矿所在的山西省

吕梁市柳林县，寒风刺骨。走进集控中心，却

是一片火热的工作景象。

地面综采控制室内，液晶大屏上清晰显

示着井下各皮带开停情况、工作面瓦斯变化

情况、风机房温度等实时监测数据。另外一

侧大屏上，各采煤工作面、井下巷道、机电硐

室等不同点位的影像也组成了“九宫格”。

和几年前相比，这里的变化清晰可见。

智慧煤矿的改造，让井下与井上得以实

时互动对接；无人值守和智能巡检设备的应

用，让减人化作业与提升巡检效率成为可能；

智能综采工作面和自动掘进设备的建设，让

割“一刀煤”的耗时降低半个小时以上，原煤

产量每年提升 40 万吨以上。

沙曲二矿核准生产能力为每年 270 万吨，

产煤分为焦煤及电煤，主要销往周边十一个省

份。“一吨 3400 大卡的电煤，可外送发电 2850
度，同时发电的水汽可为 78平方米的室内面积

供热一天。”沙曲二矿党委书记崔大汉说。

抓准生产全过程管理，是保证产能稳定

的重中之重。

记者到来时，沙曲二矿领导班子正在召

开当日生产调度会。“为了保证每日生产达

标，我们细化到每个作业流程。大到工作面

的‘三直一平两畅通’，小到工作面跑、冒、滴、

漏，再到两巷单体支柱及管线的支护、捆绑

等，全部从严从细、精细管理，确保保供任务

达产达标。”

不久前，该矿 4304 工作面岩石硬度高，

导致推进困难、截齿消耗量大。经过分析研

判，采用跳采法，将工作面设备整体“搬家”，

绕过构造区，既避免了煤炭资源损失，又降低

了构造区对设备的损害。

设备运维对保供保产同样重要。

作为综采队检修班班长，刘晓飞正带人

给风机及时“添衣”：“这边冬天温差大，为防

止风机在冷热交替中铜带箍脱落，我们为设

备‘穿棉衣’、加装保温套，加装了门帘。同

时，还在风机底部排水管路下方安装了水槽，

及时排水清理结冰。”严格的运维管理在保证

消除隐患的同时，确保系统设备稳定运行。

电——
供电服务暖人心
抢修及时又周到

最近，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让豫东大地

愈发寒气逼人。

“大冷天冻坏了吧，谢谢你们这些好心

人，晚上还惦记着我这老太婆。”河南省柘城

县起台镇赵庙村 68 岁的老人韩玉荣，紧紧握

着电力工作人员的手。

这天晚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

黑夜的宁静。

“供电所吗？我是赵庙村韩玉荣的邻居，

老人家中突然停电，家里就她一个人，大冬天

没有电……麻烦你们过来帮忙修一下。”

“您别急，我们马上就过来。”正在值班的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柘城县供电公司起台镇

供电所员工李超杰在接到报修电话后，立刻

和所长卢鹏飞赶往赵庙村。15 分钟后，就到

达了韩玉荣老人的家门口。

卢鹏飞和李超杰二人立即对其家电表箱

进线、出线等处进行检查，发现表计和出线部

分都正常。随后，他们又对屋内线路进行检

查，才发现停电的真正原因是屋内线路老化

烧损。虽然按照规定，住户屋内线损不属于

供电公司抢修范围，但考虑到老人年纪大，行

动不方便，他们立即对烧损线路进行处理。

零下 10 摄氏度的冬夜出奇的冷，没一会

儿，二人就冻得手指发麻。老化线路更换完

毕，漆黑的屋内重新亮起灯光，取暖用的“小

太阳”映红了老人的脸，被子下的电热毯也逐

渐暖和起来。

在周边农村，空调及各类电暖气取代了

煤炉，电热毯也温暖着千家万户的被窝。出

了韩大娘家，二人随机走进几家农户，听到空

调外机轰鸣，看到老人带着孩子围坐在电暖

气边上看电视。

据了解，“煤改电”作为河南助推大气污

染防治、实现冬季清洁取暖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7 年以来全省已累计实施 511 万户，其中

农村居民用户约 470 余万户。煤改电后，农

村居民主要采用冷暖空调、空气源热风机、碳

晶电暖器等设备进行取暖。

因此，在豫东地区，电已经成为群众温暖

过冬的重要保障。很多家庭使用空调、壁挂

炉取暖，可以保证室温维持在 16—20摄氏度。

国网河南电力在供暖前全面完成相关供

电设施排查整改，对相关线路、配变运行实施

24 小时监控，重点关注极寒天气特殊时段重

过载、低电压等问题。组织 2434 支配网抢修

队伍、1478 台应急发电机随时待命，全力保

障群众清洁取暖可靠用电。

油——
储备工作早着手
日常巡检不放松

“呜……”鸣笛悠长，最后一节运油罐车

驶离库区，时针指向凌晨 2 时。

裹上棉衣，戴上厚帽，中国石化青海石油

分公司湟源油库主任张海云瞥了眼室外温度

计：零下 15摄氏度。刺骨寒风中，他开始巡检。

湟源油库是青海省成品油储量最大的油

库。夜幕下，12 座 15 米高、储量达 5000 立方

米的储油罐整齐排列。“油品服务民生，首先

用于交通，保障物资运输。其次保障煤矿开

采。此外，还供给火力发电厂用来引火启动

机器，燃烧煤炭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不管

哪种，都需要低凝点柴油，仅后两者每月的消

耗量就超过 1100 吨。”张海云说，“因此，冬季

保供，要增加油库低凝点柴油储备，保证安全

平稳运行。”

“2022 年 12 月初，市场监测预测平台反

映，低凝点油品需求旺盛，我们决定增加储

备。新疆、华北等地的石化炼厂开足马力生

产，5 天左右就运到油库了。”中国石化青海

石油分公司副总经济师李胤波说。

运得来，还得卸得下。张海云拿着手电

筒，来到储油罐区、铁路栈桥等地，仔细检查

电动阀门数值、油品有无渗漏等。“每月 10 号

到月末，每隔两天就有一趟车，卸油前后都得

巡检，任何一点安全隐患也不能放过。”

一个小时后，巡检结束，一切正常，张海

云打开手持终端，上传巡检报告。“这是去年

新建的智能化管控平台，不仅能保证工作人

员巡检到位，还集成了雷电预警、可燃气检出

报警等系统，保障储运设备正常运行。”

每天，近千吨成品油从这里出发，奔向西

宁市等 5 个市州的近百座加油站。

气——
数据监测查故障
超前应对保供应

隆冬时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乌兰镇最低气温已达零下 20 多摄氏度。

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派驻当

地乌兰班组的技术员王建伟，正在驻地技术

组办公室内紧盯着电脑屏幕界面，随时观察

各个天然气井口压力、流量等数据是否出现

异常。

入冬以来，北方城市均已进入供暖季，为

保障广大市民能够顺利使用天然气采暖、做

饭、洗澡等，王建伟和工友们一直坚守在生产

一线。“我们采气二厂负责开发的东胜气田，

共有 580 多口天然气生产井，分布于杭锦旗、

鄂托克旗等地，我们班组负责其中的 157 口

井，日产量 180 万立方米。”

冬季由于气温降低，天然气生产井往往会

出现携液困难、产量递减等问题。“如果数据出

现异常，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巡检工作人员到

现场核实，查看情况，如果他们无法处理，便由

我们前往进行恢复治理。”王建伟介绍。

说话间，王建伟发现一口气井出现数据异

常变化，他和同事戴上皮帽、穿上棉大衣，前往

现场进行处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途颠簸，

他们到达现场发现该井流量计冻堵，立即进行

仪表吹扫解堵，同时对现场保温情况进行排查

加装。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顺

利解决问题。“冬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得到野外

处理井口冻堵、积液等问题，常常忙得吃不上

热乎饭，晚上干活冻得手脚生疼，也得尽快让

气井恢复生产、保障产量。”王建伟说。

在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采气二厂厂

部，信息工程部技术员冯巍在值班室接到了

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是东胜气田分输站外输

超声波流量计发生故障。

“出发！”冯巍立即冒着严寒，直奔站场进

行抢修。经过半小时争分夺秒、紧张有序的

故障排查，最终发现是流量计至流量计算机

无信号，成功排除故障。

“目前我们在鄂尔多斯开发了东胜和大

牛地两大天然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550 亿

立方米。2022 年产气再次突破 50 亿立方米，

除一部分满足内蒙古当地居民用气和宁夏供

暖需要外，大部分天然气输入国家管网后输

向黄河流域 6 省份。”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亚辉表示，“针对冬季

气井易发生冻堵等问题，我们超前制定应对

措施，公司日产天然气 1500 多万立方米以

上，较 3 个月前增加近 300 万立方米，确保千

家万户用上充足的‘暖心’天然气。”

运——
能源物资优先运
保障调度见实效

深冬季节，辽港集团营口港煤炭码头紧

张忙碌。排列整齐的吊机源源不断地将煤炭

从船上卸到码头前沿，堆成小山的煤炭与冷

空气接触，蒸腾出袅袅白烟。不远处，长长的

火车已载满煤炭，工人驾驶着平车机将高出

车厢的煤炭平整到位。

“预计 2022 年营口港全年煤炭货种吞吐

量达到 1820 万吨，比 2021 年增加 80 万吨。”

辽港集团营口港散货码头有限公司生产业务

经理张宏典介绍，营口港的煤炭供给营口周

边的钢厂、热电厂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地的用煤企业。

进入冬季，由于供暖和发电双项叠加，东

北地区煤炭用量大幅增加，港口承担着保产

保供的重要职责。“以营口地区的热电厂为

例，中国华能集团旗下的 3 家企业 2022 年 12
月预计采购到港的煤炭在 40 万吨左右，比夏

季每月的平均量翻了一番。”张宏典说。

不久前，华能营口仙人岛热电有限公司

发来一张申请冬季保供煤炭船舶紧急靠泊的

函。该公司承担着 600 万平方米的供暖任

务，截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燃煤日耗量 2900
吨，库存仅为 9000 吨，采购的一船内贸现货

煤将于次日抵达鲅鱼圈港，恳请港口优先保

障船舶靠泊接卸。

“按照正常流程，靠泊顺序要根据作业合

同，船舶先到先靠。但对于保供煤炭船舶，我

们会优先安排靠泊接卸。”张宏典介绍，“冬季

煤炭运输还可能面临港池结冰、货物结冻等

问题，对船舶靠泊、装卸货物带来一定困难，

为此港口在进入冬季生产之前就制定了多套

生产预案。进入冬季后，时刻关注天气状况，

加大除冻机械和装卸人力的准备，确保运输

效率。”

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冯万斌介绍，为

确保全省能源安全保供、经济平稳运行、群众

温暖过冬，辽宁省交通运输系统强化运输组

织衔接，加强全省港口电煤运行监测和分析

研判，最大限度释放港口煤炭接卸能力，对煤

炭运输船舶采取优先进出港、优先引航、优先

靠泊、优先装卸，确保煤炭港口集疏运体系高

效运行，着力提高电煤铁路运输组织和装卸

效 率 ，全 力 保 障 供 电 供 热 煤 炭 等 能 源 物 资

运输。

截至 2022 年 11 月末，辽宁全省沿海港口

去年累计完成煤炭接卸 5450 万吨，铁路完成

煤炭运输 4816 万吨，33 家统调电厂累计存煤

690 万吨，同比增长 25.7%。

（本报记者乔栋、毕京津、刘雨瑞、张枨、

胡婧怡，本期策划白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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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运高峰时刻，“平安春运 带药回村”公益行动在广

州启动。大家在广州南站、广州天河客运站寻找“公益带药

人”，委托春节回乡旅客带药回村，转赠给村卫生室，由村医接

收并使用捐赠药品。

针对当前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问题，在广东省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卫健委、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指导下，广东广播电视台“民声热线”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广铁集团、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共同发起“平安春运 带

药回村”公益行动，助力广大农村地区应对疫情。记者在广州

南站看到，返乡旅客可以在志愿者服务台领取缓解新冠病毒

感染症状的急需药品包，义务带回所在地农村卫生室。活动

现场不少旅客表示愿意成为一名“公益带药人”，将“健康包”

交给村卫生室，让邻居街坊都有放心药可用。

来自河南濮阳的建筑木工张电权是公益活动的一名参与

者。他碰巧在活动现场附近候车，听完活动介绍后马上找到

了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成为“公益带药人”。

张电权老家在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五里屯村，人口达

1800 多人。“听家里人说了村里的情况后，我心里很着急，但自

己也没有渠道买药。看到这个活动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参加，

为乡亲们做点贡献。”张电权说。旅客在领取药品之前，还需

要与村医进行沟通验证。“太好了！”当得知张电权将携带两大

包免费药品回去时，电话那头的村医汤绍伦特别兴奋。

“药包里面的药，分别对应不同的症状，没有症状不要随便

吃药。”听完现场医生的嘱咐，张电权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两个

沉甸甸的药袋，满心欢喜地回到候车座位，等待着列车开行。

“平安春运 带药回村”公益行动药品征集发起后，得到

众多知名药企和平台的响应支持，短短几天就募集了包括布

洛芬、阿咖酚散、板蓝根、馥感啉口服液、鼻咽清毒颗粒等急需

药品约 15000 盒。活动主办方将部分大包装药品分拆组合成

“健康包”的形式进行发放。截至 1 月 15 日，在广州南站、天河

客运站持续 4 天的公益活动中，共有 210 名“公益带药人”参

与，共向 17 个省份 84 个市 210 个乡村派发健康包，超 40 万片

缓解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急需药品通过春节回乡旅客带到各

地农村卫生室。

平安春运 带药回村
本报记者 李 刚

“铜锣峡水域上行船舶请注意，我是海巡 12280，该水域

有船舶违章下行，请相关船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联系，注意

避让！”眼下正值春运，长江重庆段江面上船舶往来交织。重

庆朝天门海事处江北嘴海巡执法大队的海巡艇正在江上巡

逻，队长孙谷正向来往船舶发出安全警示。

为保障春运期间人员、物资运送安全，重庆海事局采取多种

便民利民措施，为过往船只提供线上线下联动便捷服务。

清晨，江面浓雾弥漫。每天早上 5 点多，江北嘴海巡执法

大队队员张昊和程飞航就要摸黑起床。“最近大雾天气较多，

得提高警惕。”穿好救生衣，两人登上海巡艇。每天开展江面

巡逻是执法人员的日常工作。重庆朝天门海事处也发布了大

雾预警，并且通过信息台向辖区航行船舶发出安全提醒。

“我们主动加强与气象、水文、航道等部门沟通联系，认真

做好辖区恶劣天气、水情、地灾等安全信息的收集发布，同时，

持续强化渡船、客船、危险品船等重点船舶和重点施工单位点

对点预警服务，利用电子巡航等数字化措施提升预警能力。”

重庆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孙偲告诉记者。

为确保粮食、能源等物资运送的水路运输畅通，重庆海事

局针对重点船舶优先办理进出港审批，减少船舶的等待时间。

江对面，一艘货船正在进行卸货作业。孙谷掏出手机查

看电子航道图，中窑锚地一共有 17 艘货船在等待卸货。“锚地

就像陆上停车场，若乱停乱放，会造成拥挤混乱，影响正常航

行船舶的安全。”孙谷说，“现在我们统一调度，让停泊的船只

有序排列，减少锚泊船对公共通航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重庆海事部门强化监管和服务，保障长江黄金水

道畅通。在巫山，长江一级支流抱龙河水域狭窄，碰撞、搁浅、

触损事故极易发生，巫山海事处采取分水位交通管制措施，确

保船舶进出抱龙河航行安全；在涪陵，库区水位降低，海事部

门人员提醒船舶合理装载，谨慎航行；在江津，海事处执法人

员对客船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春运期间沿江群众的出行安全

……据介绍，2022 年以来，重庆海事局共保障 344 万余人次、

19 万车次安全出行，发送安全提示 68.4 万条，发布安全预警

496 次，保障 326.35 万吨重要民生物资运输畅通。

黄金水道 确保畅通
本报记者 常碧罗

傍晚，库姆塔格沙漠，金色晚霞的映照下，一列火车满载

煤炭，安全驶过敦格铁路沙山沟特大桥。“守桥人”李国忠搓搓

手，这才顶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乘车返回维修工区。

李国忠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工务段阿

克塞维修工区工长，日常工作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沙山

沟特大桥进行维修养护。“冬季温差大，桥梁设备易发生冷缩，

带来安全隐患。”李国忠说，春运期间，满载煤炭和食盐的列车

增多，铁路线路设备迎来了“大考”，“每周徒步检修一次，确保

沙山沟特大桥万无一失。”

“今天风大，上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维修作业

开始，李国忠又对工友们强调一遍。沙山沟特大桥由 320 多个

桥墩架设而成，最高处距地面 30 多米，李国忠和工友们把 50 多

斤重的冲击镐等工机具抬到桥面上，按照职责分工，测轨距、看

高低、干捣固，有序进行。凛冽的寒风裹挟沙子，打在棉衣上，

声响不断。“线路几何尺寸差 1 毫米，都会给行车安全带来隐

患。”阿克塞维修工区班长王胜虎一边检查一边说。为了精确

掌握设备情况，大伙儿要反复检查几十次，跪趴在冰冷的轨枕

上观察线路状态，弯腰测量轨道几何尺寸，做好记录。

检查完预定路段，棉袄里沁满汗水，大伙儿浑身冒白气。

敦煌铁路是连接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四省区的重要运输通

道，全长 10.6 公里的沙山沟特大桥，又是敦格铁路的重点设

备。“今年春节期间，我将和工友们坚守在这里，当好‘守桥

人’，为敦格铁路运输安全站好岗。”李国忠说。

坚守沙漠 养护大桥
本报记者 王锦涛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

采气二厂东胜气田采气员工在

进行气井维护作业。

张 伟摄（人民视觉）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柘

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

线路改造。

本报记者 毕京津摄

▼辽港集团营口港煤炭码

头，吊机正在进行卸煤作业。

曹 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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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要

求，要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

作，强化市场保供稳价，加强

煤电油气运调节，确保群众

温暖安全过冬。冬季供暖事

关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

实事。临近春节，本报记者

深入一线采访，从煤、电、油、

气和运转调度等方面，看各

地区各部门如何多措并举，

力保群众温暖过冬过年。

——编 者

一 线 调 研


